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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湾湾区区 燃燃 起起来来

在在马马山山播播种种绿绿色色风风能能

靓靓颜颜观观光光路路 通通达达红红旗旗渠渠
■特约通讯员 赵亮宇 梁俊 李楠

山中观城，渠畔听风。
在河南省林州市，宽阔敞亮的安林

公路伴着 30 米宽的绿化带， 郁郁葱葱
地伸向远方 ；夜幕降临 ，高耸的智能路
灯和七彩 LED 灯带把桃园大道点缀得
绚丽夺目；蜿蜒曲折的渠畔路和红旗渠
干渠盘绕在太行山的怀抱里；黄华大道
两侧的彩色沥青慢行系统，成了当地居
民拍照打卡的“网红路”；红旗渠高速收
费站外， 互通立交连接线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林州与外界互通的大门……

上世纪 60 年代， 十万开山者绝壁穿
石，开辟出 1500 公里的“人工天河”。 如今，
来自中国能建的建设者历时两年， 完成
林州旅游通道综合改造项目提升一期八个
子项，助力当地建设“世界人文山水城市”。

■■协同经营，创新创效

进入 21 世纪， 林州已从干旱缺水的
小县城， 蜕变成风光怡人的红色旅游城
市。 然而，路网及配套设施的建设未能跟
上发展的步伐，影响了旅游体验，制约着
经济发展。

2018 年，中国能建开发了林州旅游
通道综合改造提升 PPP 项目（以下简称
“林州 PPP 项目 ”），由中能建 （林州 ）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投资承建，华东建投建
设管理，山西院牵头，安徽电建一公司、
葛洲坝路桥公司联合总承包 。 建设期
间 ， 中国能建各参建单位深化协同经
营，优势互补，创新创效。

据山西院项目经理戴永明介绍 ，自
总承包联合体项目部成立以来， 该公司
聚焦设计统领，成立了设计管理部，畅通
管理环节。 “例如，在省道 S227 施工中，
设计管理部与施工单位紧密结合， 将作

业方式调整为沥青铺筑和水稳铺筑交
叉、穿插压茬推进，克服了汛期施工和夜
间施工困难，大大加快了进度。 ”

晋家坡分离式立交桥上跨南林高
速， 为保证施工期间高速的正常运行，
设计管理部经过精准分析 ，采用了 “顶
推”施工工艺。 “跨高速路段钢箱梁的支
撑体系设计及节段安装顺序确定，是保
证钢箱梁施工安全的重中之重。 ”山西
院项目副经理兼设计管理部经理张亮
回忆说，“施工多为高空作业，结构跨度
大且单钩吊装吨位大，设计管理部在与
施工单位充分沟通后，制定了合理的方
案，保证了施工安全有序。 ”

■■挑战“难、险、尖”

林州 PPP 项目的高标准建成， 畅通
了城市“动脉”，刷新了城市“颜值”，提升
了城市“气质”，林州市副市长康健曾称
赞该项目“进度快、标准高，展现了中国
能建的不凡实力。 ”

“我们的建设内容有最难的林州大
道、最险的安林公路、最具技术含量的林
长高速红旗渠互通立交连接线， 各种问
题接踵而至。 ”“翻阅”建设日志，安徽电
建一公司项目总工赵忠义感慨地说。

林州大道地处闹市， 无法全封闭施
工， 还要在主路交口挖出人行过街地下
通道，环保要求也很严格。 项目部积极寻
求当地政府配合，采取了设置导行提示、
就近提前规划绕行便道、路口逐次开挖
等措施， 编制了深基坑防护专项方案，
以保证作业安全，降低施工影响。

安林公路新建横水大桥和晋家坡分
离式立交桥，最“险”作业就体现在两座
桥梁的贯通上———横水大桥施工前要在
雨季将跨越的部分洹河河道改流，晋家
坡分离式立交桥桥台更是与南林高速近

乎 直 角 交 叉 。
项目部 5 次前
往安阳和郑州， 组织
晋家坡分离式立交保通
方案的评审， 最终采取了
钢箱梁步距式多点顶推工
法，保证了公路的安全通行。

在林长高速红旗渠互通立
交连接线， 项目部更是费尽心思：
实施了跨 G234 国道、 跨红旗渠总干渠
的吊装作业 ， 坚硬岩石桩基水磨钻钻
进 、高支模梁板现浇 ，钢箱梁高空拼装
焊接 、高速连接线不间断保通 ，立体复
合生态防护技术更使 75 度以上坡面的
裸露岩石披上了绿装……

■■开启新生活

如今 ， 林州大道明亮宽阔的人行
地 下 通 道 成 了 市 民 们 休 闲 的 理 想 场
地 ， 大道连通的红旗渠火炬广场更是
人声鼎沸。

“门前人来人往，生意更好了。 ”林
州大道沿街商户栗丽说，街道修好后宽
阔了很多，几乎看不到堵车了。 “以前医
院门口的长期积水是‘老大难’，现在路
修好了 ，排水快了 ，救援的生命通道也
畅通了。 ”林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医护
人员称赞道。 “以前这条路很窄，扬尘、
噪音都很大，现在完全变了样。 ”提起家

门口焕然一新的道路，安林路附近的居
民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被称为 “林州最美互通立交桥 ”的
红旗渠互通立交连接线 ， 则成了过往
司机赞不绝口的晋 、 冀 、 豫 “三省通
衢 ”，对此 ，收费站交通疏导员小朱感
触颇深 。 “以前这里一天三大堵 ，现在
道路宽敞 、 分道明确 ， 车流有序不交
织 ，很少再听到刺耳的鸣笛声了 。 ”前
来红旗渠风景区锻炼的市民王大爷也
赞扬说 ，连接线配套的绿化做得好 ，景
区停车场及眺望观景台更漂亮了 。

行驶在黄华大道和渠畔路上，看着
沿线高低错落的绿色植被和远处蓝天
白云下伟岸的太行山，潺潺渠水相映成
辉，犹如在画中遨游。 参建单位负责人
马建仓说，能够参与家乡建设是他最高
兴的事。 他发出诚挚的邀请———“林州
越来越美了，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
观光。 ”

■特约通讯员 曾素兰

在广西红水河中段南岸， 大明山北
麓，星罗棋布的风车点缀山间。这里，是中
国能建广西工程局风电建设的新战
场———马山苏仅风电场。10月 22日晚 7时
30分， 随着 A10 号风机叶片缓缓划出优
美弧线，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

马山苏仅风电场总装机容量 60 兆
瓦，建设一座 110 千伏升压站，投产后年
上网电量约 1.17 亿千瓦时。 2019 年 9 月，
广西工程局中标项目总承包建设，开始绘
起一幅践行“两山”理念，石头缝里“种绿
色”的工笔画。

“风劲叶轮动，网开电流送”的背后，
是项目部“白+黑”“晴+雨”的艰辛。 2019
年 11 月 30 日，风电场迎来首台风机基础
浇筑。为保证浇筑连续性，凌晨 5 时，老工
人韦志飞匆匆喝了杯水， 便赶往拌合站
准备工作。 早上 6 时，混凝土罐车缓缓
出站，现场掀起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当晚，施工现场明晃晃的大灯打在施
工人员头顶，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倒映在承
台的钢骨里。次日早上 7 时 10 分，浇筑顺

利完成。 首战告捷，混凝土共计浇筑 626
立方米。

韦志飞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了
地，从施工现场缓缓走出，脸和脖子上还
挂着混凝土碎渣与汗水和成的泥，“苦，
我们不怕，难，我们克服。 ”

马山地形复杂，风电场处在两条山
脊中 ，山路弯多 、路窄 、坡陡 ，180 度的
回峰路时常出现。 同时，受新冠肺炎疫
情和设备交货迟滞、吊装机械紧张等因
素影响，即便协调好了设备交接 ，叶片
运输也还是难题。

虽然路程仅仅 20 多公里， 但一路
极其颠簸 ， 有的山路下方还是悬崖峭
壁 。 即便对于风机吊装已是 “老马驾
辕”， 但面对运输的低风速风机较常规
叶片长出近16 米的状况，项目部还是捏
了把汗。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全程派出
专人监护，保障路口有人指挥，车前有人
开道，车上指挥、操控，车后跟踪收尾。 从
设备堆场开始，每运送一次叶片，都需耗
费 7 个多小时。

无论是面对接地检测、平台清理、支
撑架安装、电控柜安装、“大风轮”吊装，

还是现场大风不断、 地面湿滑等风机吊
装“大忌”，项目部全体员工都二话不说，
撸起袖子加油干———全路面起重机作为
主吊，汽车起重机负责溜尾 ，誓要抢下
适宜气候“窗口期”，不达目的不罢休。

“庞然大物”缓慢上升，起至垂直方
向，转动、缓慢落下，与法兰面完全接触。
项目部全员紧绷一根弦，屏住呼吸盯塔
筒。 “成功！ ”阵阵掌声爆发出来，汗水
浸透了后背， 沉浸在喜悦中的大家浑然
不知。

在与时间赛跑、与疫情作战、与风雨
较量的日子里， 项目部一步一个脚印，从
首台风机基础浇筑到实现全容量并网用

时不足一年，“能建速度”让业主竖起了大
拇指。

建一座电站，带一方经济，保一片环
境，筑一方和谐。在项目党支部书记杨涛
丞的带领下， 项目部积极参与当地经济
建设、 环境保护和扶贫公益事业， 洒草
籽、种树木、砌挡墙，整改渣场变废为宝，
营造绿色风电与自然共生的和谐氛围。
开展了风电场公众开放日活动， 组织村
屯及社会各界人士观看现场吊装， 疫情
期间还向当地捐赠了防疫物资。

东方即将破晓，薄薄的云雾沿着山头
间的沟壑缓慢升腾， 一座座风车迎风而
立，终汇成为一曲扬帆破浪的“大风歌”。

■特约通讯员 冯永宜 黄侨 王颖 刘健民

“五、四、三、二、一！ 投产！ ”
日前，由中国能建西南院设计、广东

火电承建、 华南电力试研院调试的广州
增城燃气冷热电三联供项目 （以下简称
“增城项目 ”）2 号机组高质量通过 168
试运行，正式进入“双机”运营发电阶段。

增城项目是国内首个双套 H 级重
型燃机项目、 国内最大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项目，建设 2 台 66 万千瓦 9H 级燃
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采用“低氮燃烧
技术+高效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技术”，
联合循环效率达 62.2%， 综合能源利用
效率达 81.6%，将替代周边现有 40 余台
分散小锅炉， 较同容量燃煤电厂每年减
排二氧化碳 55%，相当于植树 500 万棵。

H 级燃机典型布置方案的首创者

“H 级燃机是目前全世界燃烧温
度最高、单体功率最大 、净效率最高的
燃气轮机，节能高效、运行灵活、环保减
排、可靠性高。”西南院增城项目设计总
工程师王忠介绍说， 结合技术指标、经
济性等因素，设计团队选取了两套西门
子公司 SGT5-8000H 重型燃气轮机，组
成“一拖一”多轴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
组。 他说：“H 级燃机是我国新一代先进
高效环保型联合循环机组的主要发展方
向， 增城项目也将成为国内燃机电厂最

先进的示范工程。 ”
“9H 级燃机在国外应用较少、在国

内尚无应用，是一座亟待发掘的‘矿藏’。 ”
热机专业是项目的龙头专业， 负责人主任
工程师付焕兴说， 如何为首次进入中国大
陆市场的西门子公司 H 级燃机量身定制一
套主厂房布置方案，既满足项目“去工业
化”要求，又使施工和运维方便、综合投
资更省，是主机选型确定后面对的难题。

大胆假设，小心论证。设计团队突破
燃气轮发电机组最常见的露天顺列布
置和燃机室内顺列布置，首创燃气轮发
电机组和汽轮发电机组设联合主厂房、
汽轮发电机组低位居中、两台燃机机组两
侧顺列布置的方案。 “这个方案不仅美观、
空间利用充分、投资节省，而且，考虑到广
州潮湿的天气， 联合主厂房还可以防止
盐雾腐蚀。 ”付焕兴说，极具性价比的方
案受到了各方专家好评，更被西门子公司
作为了 H 级先进燃机的典型布置方案。

国内先进燃机电厂设计的引领者

面对增城项目新型机组、 创新方案
及众多技术和配合协作的挑战， 西南院
设计团队提出了一系列机组全面提效的
技术路线和措施， 掌握了 9H 级燃机联
合循环发电技术， 成为国内先进燃机联
合循环电厂设计的引领者。

为实现建设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
的“两低一高”工程目标，西南院极力追

求联合循环发电热效率和初投资组合
最优的汽水参数等级、 机组与热负荷需
求企业更好的匹配性及系统的灵活性，
热机专责工程师范勇刚正是这方面的技
术能手。

范勇刚带领专业攻坚小组， 综合研
究了燃机排烟参数、汽机容量等级、工程
业绩和初投资等因素， 确认了保证高效
率和最省初投资的主蒸汽等级最佳平衡
点。 全面创新优化后的供热系统、“改进
型扩大省煤器组合方案”，既保证了各企
业的热负荷需求， 又取得了更高的全厂
能源利用效率、 更好的参数匹配适应
性、运行能力更强的适应机组变工况，还
降低了初投资， 助力增城项目成为同时
期、同区域、同类型的“三同领先”项目。

“机械通风冷却塔历来是燃机项目
的施工难点之一，多变的突发情况也常常
带来新难题。 ”西南院主任工程师彭德刚
是水工结构专业“元老级”技术骨干。 他
敏锐地发现了广州地区花岗岩残积土层
的特殊性，采用变形模量指标进行地基
变形计算， 既满足了规程规范要求，又
节省了冷却塔地基处理投资约 300 万元，
更避免了地基处理施工造成的工期延后。

标准化、精细化示范工程的实践者

“特殊吊装作业安全要求高，技术
必须过硬。要把前期工作做得更细一些，
考虑和准备更全一些。 ”

2019 年 3 月，重约 451 吨的增城项目
1号机组发电机开始安装，广东火电项目经
理张庆既紧张又兴奋。 他说：“西门子公司
将设备管理工作分得很细， 有不同环节的
10 多个专业工程师驻场， 所有工序必须
同时签证国内标准和德国标准两套竣工
资料。 如在场地有限、吊装难度大的区
域，要根据现场特点，进行专项策划。

1 号机组低压缸导向螺栓成功焊接，
为汽机发电机及定子吊装就位创造了良
好条件。在该项施工中，由于汽机低压缸
导向螺栓设计了相当于 16 兆牛的实心
轴，直径达 400 毫米，与基础埋件焊接固
定难度非常大。

项目部结合核电工程类似结构焊接
经验， 迅速总结出一套合理可行的施工
方法。由于设计间隙较宽，焊接团队连续
工作了 22 小时。 “焊接是广东火电的金
牌业务，这个品牌必须时时擦亮。 ”焊接
班长孟令坤说。

“我们始终坚持高、严、细、实的工
作标准，大力实施精品战略，做好前期策
划、 过程控制、 结果检验等各项管理工
作，实现总体布局模块化、责任区域定置
化、安全管理制度化、安全设施标准化、
作业行为规范化、 环境协调和谐化的文
明施工管理‘六化’目标，创建安全、文
明、 绿色施工样板工程， 在创优工作方
面，更是取得了 6 项省部级奖项、1 项国
家级奖项及 1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项
目部质环经理冯永学自豪地说。

本报讯 11 月 11 日， 由中国能建
西北院设计、 广东火电和西北建投甘
肃公司承建的甘肃常乐电厂一期 2 台
100 万千瓦调峰火电项目实现年内“双
投”。 该项目是国家首条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祁韶 （酒湖）±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线路的唯一配套调峰火电
电源。 （吴苏珊 林丹茹 乌志文）

本报讯 11 月 5 日， 由中国能建
浙江院设计的青海格尔木美满闵行
储能电站投运。 该项目是国内首个商
业化运行的独立储能电站，建设规模
为 32 兆瓦/64 兆瓦时，接受青海省调
直接调度，主要参与辅助调峰服务市
场化交易。 (徐思)

本报讯 10 月 29 日， 由中国能建
葛洲坝集团承建的新疆和田玉龙喀什
水利枢纽工程导流洞出口施工支洞贯
通。 该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
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之一， 水库
总库容 5.36 亿立方米， 电站装机容量
20 万千瓦。 （唐佩豪）

本报讯 近日， 中国能建华北院
中标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
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的高效新
型循环试验台设计项目。 高效低碳燃
气轮机试验装置的建设，将填补我国
大功率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空白。 高效
新型循环试验台是高效低碳燃气轮
机试验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开展
多种燃气轮机循环试验。 （邹虹）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能建北京设
备公司独立研制的 10 千伏直流断路
器，一次性通过全部型式试验检验。 该
断路器只有开关大小，与535 千伏直流
断路器采用相同的技术路线， 具有中
低压直流配电领域小型化、集成化特
点，可在 3 毫秒内开断±15 千安短路
故障电流。 （石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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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内部体现公平性、 外部体现竞
争性的原则，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围绕
市场化，全面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做到
市场化选人、用人、激励人，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第三篇大文章， 要落实好科学管
理和管理提升工作。 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管理必须是科
学管理。 一切的管理和行为都应该始
终围绕“三高两低三强”来做文章，持
续在科学管理上下功夫。 要进一步明
确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目标， 扎实开
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 重点
围绕 “调结构 、转方式 、优存量 、升品
质”和“锻长板、补短板、拓增量、开新
局”，突出抓好“两控两降一治一快”，
向现代企业管理、一流管理迈进。 要围
绕专业化、标准化、数字化、精细化管
理，推动管理理念、体系、方法、工具变
革升级， 大力提升企业管理总体综合
水平、资源配置集约化水平、价值创造
水平。 要平衡好经营与管理的互动与
统一关系， 把握管理的精髓在于搞好
经营、提高效益、创造价值，大力降本
节支、挖潜增效，持续提升运营效率和
管理效能， 特别是要全面系统梳理潜
亏项目，深挖亏损背后的原因，下重拳
猛药扭亏止血。 要更加重基层、 强基
础、苦练基本功，落实全面预算、全成
本核算、全面绩效考核“三全”管理，坚
持纵向分级、 横向分类和项目管理分
项建设，全面系统提升企业管理品质，
固体强基、提质增效。

第四篇大文章， 要谋划好明年各
项工作。 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
中国能建重组成立十周年， 是大调整
大变革的攻坚之年，承上启下，确保以
起跑即冲刺、开局即决赛的昂扬斗志，
创造性地谋划好各项工作， 对于中国
能建当前和今后发展至关重要。 要围
绕高质量发展，突出创新创造创效，聚
焦解放思想、解放人、解放生产力，未
雨绸缪全面谋划好明年的各项工作。
要把内外部形势、行业趋势研判透彻，
把市场变化、市场需求研判准确，把有
利不利因素分析研讨周全， 善于捕捉
新机遇，灵活调整优化经营策略，打有
准备之仗，主动适应和引领行业发展。
尤其是要集思广益， 对明年的生产经
营工作早研判、早谋划、早启动，科学
编制好明年的生产经营计划， 抢前抓
早，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新时代气象万千， 新愿景凝聚人
心，新征程催人奋进。 “四篇大文章”是
中国能建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的具
体举措和实际行动。 四篇大文章环环
相扣，篇篇重要，事关全局、关乎未来，
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各项工作的主
轴主线。 要集中精力、人力、资源，以时
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状态和责任感使
命感， 加快书写推进。 让我们携手并
肩， 戮力同心， 在新时代的大战大考
中， 在中国能建新一轮改革发展的伟
大征程中，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
扬斗志，以更加勤勉务实的作风，破题
起笔、奋笔疾书，浓墨重彩，再写华章，
推动中国能建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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