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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肩扛起社会责任

从兴能公司建成的第一天起，作为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企业，就
勇敢地挑起了属于他们的社会责任。

早在电厂设计初期，两级集团公司就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在第一
位，坑口电厂、煤电联营、燃用中煤、中水复用、直接空冷、环保脱硫六
大特点，都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勇敢面对与担当！

建企 15 年来，兴能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 745.19 亿度，完成销售收
入 201.09 亿元，上缴国家利税 12.52 亿元，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占到
古交市财政税收的三分之一，有力地支援了地方经济建设。

建企 15 年来，兴能公司共燃用洗中煤、煤泥、劣质煤 3694.9 万吨，
大大节省了企业和地方治污费用，极大地减轻了企业和地方的环境压
力；通过半干法脱硫和静电除尘等先进技术的应用，15年来将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烟尘排放牢牢控制在国家最低标准以内；15 年来，兴能公司
积极做好厂区绿化、美化、亮化和道路硬化，做到四季有绿、三季有花，
建成了“太原市绿色十佳企业”，荣获“中华环境友好单位”等称号。

自 2013 年开始，为逐步取消矿区及城市冬季供热小锅炉，还太原
市蓝天白云，兴能公司决策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决定进军供热领域，实
现电厂从单一发电向热电联产的转型发展。

2013年，他们对一期#1、#2机组加装复合相变烟气余热利用装置，回收
锅炉余热加热凝结水和热网循环水，实现烟气温度降低摄氏20度以上。

2015 年，对#1 机组进行纯凝改供热－中低压连通管打孔抽汽改
造，对 #2 机组采暖期更换低压转子，进行高背压改造，当年实现对古
交市及马兰、屯兰矿区集中供热 600万平方米。

2016 年，他们再鼓干劲，对二期机组汽轮机进行供热抽汽改造，将
两台纯冷凝发电机组改造为抽汽式供热发电机组，最大抽气量达到每
小时 600吨，新增加供热面积 3500 万平方米。

为提高乏汽利用率及供热能力，同时提高机组运行的安全性和调
节灵活性，在原来#2 机组进行高倍压改造的基础上，2017 年对#1 机组
进行高倍压改造，既达到乏汽利用最大量，又满足了机组的安全和可
靠性需求。

改造前，电厂 60%的冷凝热被空冷白白浪费掉了。经过技术改
造，他们把冷凝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乏汽压力由 20 千帕提高到 70
千帕，用于城市、矿区集中供热。既利用了电厂余热，减少了废气排
放，又为城市、矿区居民集中供热办了大好事，还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可谓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一举三得。

此外，兴能公司“煤—电—材”产业链规模进一步扩大，装机容量
从 2005 年的 60 万千瓦，到 2018 三期工程基本建成，装机容量达到 312
万千瓦，15 年时间规模翻了 6 倍，年可消耗集团公司洗中煤 700 万吨，
特别是古交三期低热值煤热电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古交矿区煤
矸石、洗中煤等低热值煤的利用，预计三期项目年利用低热值煤 360万
吨，并且生产用水全部使用古交矿区四矿矿井中水和古交城市中水，
每年节约地表水 300 多万吨。此外，公司循环产业链还配套建设有石

膏板厂，集团公司新建粉煤灰水泥厂，进一步实现了废弃物石膏、粉煤
灰、灰渣的全部综合利用。

无处不在的政治优势

时间回到 2017 年 1 月，发电部在一次工作检查时，发现炉水指标
变化异常，疑似外来水进入，#1 机组面临锅炉爆管、生产停运的危险，
发电部共产党员李跃飞第一个下到生产现场，白天排查管道，夜间挑
灯分析，经过排查、分析、再排查，最终找到了一条指缝宽的水管漏水，
成功解决了这道难题。发电党支部及时宣传李跃飞事迹，一时间在全
厂传为佳话。

兴能公司党委坚持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全面加强党的“三基建设”，以党建“三基”
统领公司全面工作。修订完善了《党委会议事规则》，落实党委会要
求，坚持建设“四好”班子，制定了《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办法》《党委中
心组学习计划》，同时以党委中心组学习带动、促进基层党支部的政治
理论学习，并下发了《基层党支部学习计划》，结合主题党日、专题党课
等多种学习形式，加强了基层党支部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了广大党
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

同时，兴能公司党委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要求，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决定》，同时在公司组织开展了“反腐倡廉宣传月”活动和“反
腐倡廉、纠正四风”党员承诺活动，加强了党员干部纪律教育，深化了
全体党员的纪律意识，为企业发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兴能公司员工来自西山煤电、和信电力和社会市场招聘，外聘人
员高达 70%，人员构成复杂，价值取向不同，各种文化互相碰撞，在工
作中难以形成合力。公司党委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大力弘扬焦煤
文化，以“团结奉献，求实进取”的企业精神统一思想，深入贯彻西山煤
电“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的办企理念，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
兴能文化，实现员工思想文化大融合。他们坚持以人为本、共建共享，
一手抓硬件改善，一手抓软件提升；一手抓文明创建，一手抓和谐稳
定，构建了平稳有序的发展环境，优秀员工在合适的土壤里，如雨后春
笋般成长起来。

随着电厂装机容量的增加，兴能公司员工队伍也在有序扩容。为
实现人才队伍的梯级建设,公司不断完善培训、学习、激励、考核机制，
借助首席高级工程师聘任、导师带徒、传帮带职工技能大赛、倡导工匠
精神等活动，选优推优，为员工岗位练兵、岗位成才搭建平台。

为满足三期机组建成投产需要，2015 年，兴能公司分两批次招聘
新员工，聘请太原理工大学讲师对新员工进行为期半年的专业技术培
训和 1 个月的仿真机模拟操作。为早日具备上岗操作能力，2016年6月，第
一批入职新员工开始跟班实习。培训实习阶段，公司对新员进行优秀企业文
化的宣传，灌输追求卓越、成就自我的正确成才导向，并对员工进行严
格的全面考核。2017 年 6 月，三期工程进入分步试运阶段，新员工全
程参与，熟悉环境设备，加紧现场学习，参与实际操作。在技术骨干和

专业技术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已经具备保障三期机组正常运行生产的
能力，并正在成为兴能公司以及西山煤电集团电力企业的生力军。

实现华丽转身的三期建设

2015 年 6 月 26 日上午 8 时，在兴能公司三期工程建设工地，随着
一阵轰轰隆隆的声响，列队等待的水泥罐车依次进入工地，第一罐混
凝土浇入基础，标志着该公司三期 2×66 万千瓦超超临界低热值煤热
电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随着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随着人民环境意识的觉
醒，随着太原市冬季取暖小锅炉的逐步取缔，城市居民集中供热成为
大趋势。然而，热源不足成为省城实施这一战略的最大瓶颈。二电
厂、太钢等热源不足，担负 2000 万平方米供热任务的一电厂搬迁，省市
领导最终把眼光投向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此时此刻，兴能公司以舍我其谁的英雄姿态，勇敢地站出来：人民
的需要、政府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

2013 年 2 月 24 日，太原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确定，山西兴能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为太原市集中供热主要热源之一。2013 年 5 月清华大
学完成了《太原市清洁能源供热方案》，2013 年 6 月 29 日通过太原市政
府批复。2013 年 9 月 6 日，太原市热力公司与兴能公司签订《集中供热
协议书》，2013 年 11 月 4 日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兴能发电厂
至太原供热主管线及中继能源站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热源从吕梁山麓的兴能公司穿越崇山峻岭到太原市，造福省城人

民，这无疑是一项世界级工程。高差大，
落差 200 米；距离远，38 公里长距离
输 送 ；流 量 多 ，4 根 直 径 1.4 米 大 管
道，每小时 30000 立方米流量。据专
家说，这些指标全是世界之最。

工程开工以后，两级集团公司
高度重视，山西焦煤主要领导、西山
煤电主要领导多次到兴能公司施工
第一线现场调研指导，分管领导一次又
一次到现 场 召 开 工 程 动 员 会、协 调
会，解决施工中出现的挡手问题。

兴能公司领导班子更是把此项
工程当作形象工程、效益工程、生命
工程看待，成立工程总指挥部，党政
一把手担任总指挥，加强工程指挥
与协调。公司还组建专门机构，成
立了工程部、安健环部和生产准备
部，具体协调工程建设和接管运营
事项。古交电厂三期项目部精心组
织，明确生产、安装、调试、总包、监
理单位的责任分工，制定完善的施

工组织方案和管理制度，科学组织工程建设。公司领导现场指挥常态
化，各部门领导、技术骨干和工程负责人通宵坚守现场，协调工作，各
参建单位密切配合，服从指挥，统一协调配合。全体参建人员按照国
家能源局颁布的《火电工程达标投产验收规程》以及《火力发电厂基本
建设工程启动及验收规程》的要求，艰苦拼搏，努力实现高水平达标投
产的目标。

古交电厂三期进入建设高峰期后，全体参建人员发扬勇于拼搏、
甘于奉献的精神，克服众多现实困难以及国家调控煤电产能过剩所带
来的停建缓建政策影响，通过派人驻点催图、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落实
领导负责制、签订目标责任状、出台激励政策等有效措施，彻底扭转了工
程施工中的被动局面，影响工程推进的各种不利因素相继得到解决。

2016 年夏季，雨水特别多。兴能公司组织施工单位争时间、抢进
度，就连雷雨交加的时候，他们仍然搭设帐篷，坚持 24 小时不停作
业。工地施工队伍多，施工机械、车辆多，场地狭窄，常常造成拥堵窝
工、停工现象，指挥部领导亲临一线，协调指挥各方，保证了施工现场
有序推进。2016 年 7 月至 9 月，三期供热管道安装进入决战阶段，他们
采取非常措施，一切为管道安装让步，组织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打歼灭
战，不管刮风下雨，轮番上阵，人员三班倒，设备连轴转，保证了当年 9
月 11 日，4 根直径 1.4 米的供热管道，2000 米长距离按时全部贯通。
2016 年初冬，天气骤然变冷，城市供热迫在眉睫。为了确保太原市供
热补水，在当时二期补水量不足的情况下，三期对原水车间和化学水
车间提前进行施工和调试，完成了 38 公里供热管道 28 万吨除盐水补
充，在 11 月 1 日之前为太原市供热补水 24 万吨，解决了政府燃眉之急，

也保证了城市居民当年在严寒到来之时，室内温暖如春。
2017 年 12 月，北风呼啸，气温骤然下降。此时，锅炉封闭正在进

行。电厂工程部多次到现场协调，督促加快进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施
工方封闭进度缓慢。在特殊情况下，工程部的同志们采取临时封闭、
临时采暖的办法，将管道加装伴热带，保证了冬季施工质量和工程进
度。

在 2018 年 4 月 27 日古交电厂三期#1 机组顺利通过 168 小时满负
荷试运行之后，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9 月 13 日，又迎来了三
期#2 机组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为确保机组试运取得圆满成功，公
司提前部署，统筹协调，加强监视，保证试运行煤源充足；密切关注能
耗指标，为后续高水平移交和长周期安全运行打好基础；加强安全监
督，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安全生产措施，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安全万
无一失；严格考核标准，把机组安全运行各项指标落实到部门、岗位、
个人，严肃追究责任；发挥试运指挥部主体责任，每 12 小时召开一次
调试协调会，协同做好调试、试运、验收等工作。试运行开始以后，公
司领导现场指挥，各部门密切合作，全体参战人员全神贯注坚守各自
岗位，一丝不苟观察和记录各项试验数据。到 9 月 20 日 18 时，#2 机组
一次性通过连续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两台发电机组在 168 小时满
负荷试运期间，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主要设备及其附属设备运行安
全稳定，机组负荷满足电网调度要求。电气保护投入率、热控保护投
入率、自动化投入率、仪表投入率和环保设备投入率均达到 100%，各
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
排放浓度均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实现了古交电厂三期用电受电、
升压站受电、锅炉水压试验、锅炉点火、汽机首次冲转、机组首次并网
和 168小时试运的“七个一次成功”。

经历了太多的期盼、太多的艰辛、太多的奋斗，古交电厂三期 2×
66万千瓦低热值煤热电项目终于建成投运了！

三期建成后，兴能公司“煤—电—热”产业链形成，承担了古交和
太原市 8000 万平米的供热面积，占到太原市供热面积的四分之一多，
供热工程通过采用多热网多级串联梯度加热的供热系统，实现了热量
的梯级增加和乏汽最大化利用，创造了国内单个热源点供热面积最大
的纪录。同时替代太原市分散采暖锅炉 321 台，古交分散采暖锅炉 56
台，替代古交市村庄采暖土炉 11553 户。按照设计每年可向太原、古交
供热量 3606 万吉焦，利用乏汽 2663 万吉焦，每年可节约标煤 100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18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6.8 万吨，减少氮
氧化物排放量 3.3 万吨，减少碳粉尘 2.9 万吨，为改善太原市空气环境
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期的建成投运，使兴能公司纵身一跃，成为囊括亚临界、超临
界、超超临界的全国发电机组型号最全的电厂，同时完成了装机容量
从 60 万千瓦到 180 万千瓦再到 312 万千瓦超越自我的三级跳，自此，电
厂跻身山西发电厂装机容量前三甲，成为山西省最大的供热电厂。

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将继续坚持绿色环保发展理念，坚定不移
走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努力打造技术领先、环保达标、安全和质量一流
的绿色电厂，为推动山西省和太原市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党委中心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党委中心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 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召开第三次党代会。。 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 承办集团公司羽毛球比赛承办集团公司羽毛球比赛。。

集团公司董事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玉宝在兴能公司三期建设工地调研党委书记王玉宝在兴能公司三期建设工地调研。。

●●常培亮常培亮 康峰斌康峰斌 温洁温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