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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人物 榜样力量

资讯

崔松山：扎根深山护光明

7月 15日，记者从济源市电力
公司获悉，为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济源市电力公司提前对全市输
电专业、变电专业、配电专业展开
了“地毯式”的排查，以确保将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

今年度夏期间预计济源电网
供电将呈现“整体充裕，局部紧
张”的态势。为确保在此期间电
网的安全运行，该市电力公司对
全市输电专业、变电专业、配电专
业展开了“地毯式”排查。在输电
专业方面，加大了输电线路通道
的检查维护力度。在变电专业方
面，对变压器、断路器、互感器、阻
波器、隔离开关等发热缺陷多发

设备进行红外测温、油色谱分析、
防 雷 防 过 电 压 、带 电 测 试 等 工
作。在配电专业方面，对城区、郊
区配网线路通道进行全面治理，
同 时 开 展 配 电 台 区 综 合 治 理 提
升，最大限度减少了度夏期间出
现重、过载台区的几率。

该市电力部门同时加大对电
网的防汛减灾管理。对跨越河流、
湖泊的铁塔进行逐基检查，确保重
要跨越处运行安全；对存在山洪、
山体滑坡风险地段的电力设施进
行重点排查，提前防范泥石流、塌
方等地质灾害对电网造成的破坏，
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王小萍 成利军）

济源“地毯式”排查保高峰供电

泌阳引导居民节约用电

□本报通讯员 张文哲

“天峻义海种的草长势最好，
是木里矿区最好的一家!”7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实地察看了河南能
源义煤公司天峻义海的边坡治理、
道路收窄、种草复绿和矿坑回填现
场后，青海省木里矿区环境综合整
治督导组副组长、青海省安监局、
煤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毛占彪这样
评价说。

面对煤炭行业几近整体亏损
的市场形势，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环
保二者之间的关系？义煤公司用
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煤炭开采更要注重环保
青海省木里煤田面积约 400

平方公里，焦煤资源总储量 35.4亿
吨，是青海省焦煤资源主要赋存
区。根据 2011国家发改委批复的
木里矿区总体规划，木里煤田划分
为江仓、聚乎更、弧山和哆嗦贡马
四个矿区，其中江仓、聚乎更为开
采区，弧山和哆嗦贡马为勘查区。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号召下，

木里矿区从 2003年开始规模化开
采。2003年 6月下旬，河南能源化
工集团义煤公司义海能源的职工
登上了海拔 4200 多米的木里山。
此前，在木里矿区从事煤炭开采的
只有两个县办的小型露天矿，年总
产量不到 5万吨。

随后，青海庆华集团和青海兴
青工贸公司进驻木里矿区，目前在
木里矿区从事煤炭开采的企业达到

8家。木里煤田开发力度加大，高海
拔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成
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2015年，青海省政府专门将木里矿
区环境综合整治写入了《政府工作
报告》，以推动木里矿区真正步入绿
色、有序、环保开发的轨道。

斥资7200万元种草复绿
天峻义海位于海拔 4200米的

天峻草原高寒草甸，黄河的主要支
流大通河的分支小哆嗦河紧贴矿
区而过，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由于
气候条件极度恶劣，矿区绿化环保
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和照
搬，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

针对高原植被生长缓慢、不易
成活等特点，近年来，天峻义海在开
采中，始终坚持“开发中保护，保护
中开发”的原则，把煤矿开采对环境

的影响降到最低。从 2006年开始，
天峻义海采用了高寒地区草皮移植
技术，开展了草皮带土移植，使植被
成活率保持了较高水平。

高原上种草以前没有先例。
201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和
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天峻义海
开展的包括高寒冻土地区草籽种
植和高原泥胶喷浆种草的实验取
得成功，合作开展高寒地区复绿实
验，种草面积 26万平方米。

2015 年，按照青海省政府的
要求，义煤公司高标准、严要求推
进环境综合整治。截至 7月中旬，
天 峻 义 海 完 成 复 绿 种 植 面 积
110.18 万平方米，提前 10 天完成
青海省政府下达的 100 万平方米
种草复绿任务，在资金紧张的情况
下累计投入资金达 7200 多万元。
2016 年，天峻义海将全面完成青
海省政府下达的种草复绿任务。

“形势越困难，越要重视环境
保护，煤炭开采绝不能也绝不会以
牺牲企业所在地生态环境为代价
换取企业经济利益的增长。作为
一家有责任、有担当的国有大型煤
炭企业，更应该充分发挥骨干作
用，在木里煤田环境综合整治中当
好标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义海能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李凌杰表示。

（配图／王晓峰）

“小时候最害怕天黑。天一
黑，我们兄妹几个就围坐在煤油灯
前，哪儿都不敢去。工作后我最高
兴的就是看到大山里的万家灯光
……”7 月 26 日，崔松山边和同事
巡视位于深山的 110千伏愚沙线，
边回忆儿时对光明的期盼。

作为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辉
县市南寨供电所配电班班长。崔
松山长年扎根深山，终日奔波在崇
山峻岭之间，为当地群众提供贴心
服务。

1992 年，崔松山来到大山深
处，在薄壁供电所做了一名普通巡
线工。从那时起，他就没打算再离
开大山。薄壁供电所承担着 46公
里 10千伏线路、28公里 400伏线路
的巡视任务，来回巡查一遍要走
100多公里山路，骑自行车也要四
五天时间，而且个别地方还要徒
步。1995年 6月，崔松山把所有的
积蓄拿出来，买了一辆“三叶”牌摩
托车。三年后这辆摩托车被山路
损坏，崔松山换了一辆“富士达”牌
摩托车……如今，第六辆摩托车又
换了 3次车轮外胎。

崔松山说，巡视线路、供电抢
修、抄表收费时上山要加大油门，
下山要踩刹车，对车胎等零部件磨
损极大，再好的摩托车也开不了多
久。经常为崔松山维修摩托车的
常桂群说，老崔每年更换的刹车片
和轮胎多得记不清。

去年初冬，大雪下了一天一
夜，积雪有 50厘米厚。“崔师傅！俺
家咋没电了？”早上 7点钟，崔松山

接到齐王寨村村民的电话，就赶忙
联系家在齐王寨村的农电工问情
况，并安排两个值班电工分别与其
他 7个村联系，看是否有停电。同
时，崔松山还通知家住山中的 6名
电工排查各村用电情况。原来，齐
王寨村 8基线杆倾倒，供电线路被
压断，其他 7个村正常。怎么上山
解决齐王寨村用电问题？

供电所到山上的齐王寨村有
26公里，雪这么大，摩托车是没法
骑了。崔松山决定与另一名电工
步行上山。26 公里的路，两人从
上午 11点一直走到下午 4点。来
到村里后，村里电工和村民已先
将倾倒的线杆扶正，剩下的就是
断线点修复。大家爬杆接线，干
得热火朝天。晚上接近 7点多钟，
线路送电成功，全村重新亮了起
来。“都说山里送电难，但不管有
多难，也要保障山里人用电。”崔
松山说。

崔松山不仅工作上有股韧劲，
而且有副热心肠。87岁的独居户
牛纪兰是崔松山牵挂的对象。牛
纪 兰 独 居 在 南 湾 村 较 远 的 山 坡
上。2000 年，牛纪兰老人家通了
电。2005年，由于线路老化，她家
又没了电。崔松山得知情况后，自
己垫钱为老人家里改造线路、换灯
泡，使她重新用上电。

除了牛纪兰老人，他还长期资
助齐王寨村孤寡老人牛保中、上腊
江村孤寡老人李凤英等。

2014年 8月，崔松山从薄壁供
电所调到南寨供电所后，依旧奔波
在深山之中，默默无闻地守护山里
人家的光明。

7月 23日清晨，石根胜和同事
又一次扎进了豫北原野，开始执行
当天的巡线任务。石根胜是河南
省长垣县供电公司输电部副主任，
巡了 20年线的他告诉记者：“最近
下雨较多，这是本周第二次巡视。”
据他介绍，线下违章及树障、鸟害、
异物碰线等外力破坏是输电线路
的天敌。

这一说法不无依据。今年上
半年，发生在我省境内的电力安全
事件中，外力破坏占到 84.2%。为
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电力部门除
做好常规巡线外，还制定一系列应
对线下违章树木、违章建筑、违章
作业等措施，并通过媒体发布信息
提醒公众：有电危险，请勿靠近！

掐灭树与线的火花
树，长对地方是绿化，长在线

下是隐患。在输电线路运行维护
中，巡线人员常遇到的问题是：树
对线路走廊的无限亲近，让树和线
擦出了火花。石根胜介绍说，春、
夏两季树木生长较快，如果树线矛
盾处理不好，在恶劣天气到来时，
往往会成为跳闸停电的诱因。

矛盾如何处理？《河南省供用
电条例》第 32 条、33 条指出，在架
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禁止种植可
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
等高杆植物，违法种植或自然生长
的高杆植物，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告

知高杆植物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及
时排除障碍；拒不排除的，可予以
修剪或者砍伐，并不予补偿。

具体实践中，河南各地供电企
业注重发挥政企协同作用，并将

“事后处理”延伸到“事前防范”，从
源头抓矛盾治理。植树节前夕，长
垣县供电公司会与当地绿化、林业
部门及乡镇、村委联系，宣传普及
电力法规，做好植树向导。

在宣传引导方面，驻马店供电
公司今年也有所创新：3 月 10 日，
利用网络在媒体平台发布电力线
路保护区严禁植树等违章行为的
通告，鼓励全民参与举报危及电力
设施安全的隐患，公示举报电话和
奖励金额；3月 11日，在《驻马店日
报》全文刊登护电通告，为全民护
电营造了浓厚氛围。

护线关系公共利益，政府部门
在树线矛盾治理中持积极态度。
今年 3月，河南焦作等多地政府下
发《关于严禁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内
违规植树的通知》，对辖区植树行
为予以规范。对于既成事实的疑
难树障，多地政府及绿化、公路、林
业等部门积极配合清障，形成了整
体联动的清障长效机制。

放风筝请远离高压线
35 千伏梁恼线，跨越河流、田

野，全长 6.8千米，主供恼里镇 3万
人口用电。站在长垣天然文岩渠
的河堤上，仰望 52 米高的梁恼线
12 号铁塔，只见一个鸟巢筑在塔
头，对岸铁塔塔头也有一个。

“鸟窝由铁丝、尼龙绳、木棍组
成，特别结实，简直就是钢结构。”

长垣县供电公司巡线一班班长李
国顺介绍说，有一次，他们在 35千
伏长孟线的铁塔上发现一根 1 米
多长的细铁丝，就是鸟筑巢时衔上
去的，鸟巢离线路很近，雨天极易
引起放电导致停电。

风筝挂线发生在距此 8 公里
的三善园，那里有 3 条线路经过。
护电专责李振告诉记者，今年元宵
节到园内放风筝的人很多，他们依
据《河南省供用电条例》第 31 条

“禁止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
300 米的区域内放风筝”，劝走了
一拨又一拨，但还是防不胜防，好
在处理及时未影响供电。

不仅在这里，每到春季，各地
风筝、孔明灯等飘浮物挂线事件明
显增多，这随时都可能引发跳闸故
障，甚至造成大面积停电，但公众
对其危害性认识并不够。对此，新
乡供电公司在现场劝离、加强巡
视、排除隐患的同时，还通过广播
电视向公众呼吁：为了您和电网的
安全，放风筝请远离高压线。

据了解，针对鸟害现象，近年
来，河南各地供电企业大力推广防
鸟装置，收到了较好的预防效果。
针对不可控的飘浮物挂线现象，目
前主要靠宣传引导、巡视排除为
主。小小的风筝、孔明灯挂线，往
往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排除，电力部
门为此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线下违章的危与罚
若说树障、鸟害、异物挂线是

人与自然因素的组合，那线下违章
作业、违章建筑则是纯人为因素的
过错。

今年 3月，南阳供电公司巡线
人员在 110千伏山坪线发现，西峡
兴宝公司正对 15号铁塔基础开挖
取土，该基铁塔被挖成近十米高的
孤岛，严重危及电网安全。

接到巡线人员报告，南阳供电
公司会同西峡县供电公司相关人
员立即赶到现场，对兴宝公司下达

《安全隐患告知书》，责令其停止违
章作业和对电力设施的侵害，并现
场拟订防护措施。

近年来，随着各类工程建设遍
地开花，大型机械四处作业，致使
侵害电网安全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遏制这一现象，《河南省供用电
条例》于 2013年开始施行，这不仅
规范了供用电行为和电力设施保
护区的各种活动，也让电力部门在
叫停违章时有充分依据。

但处理线下违章建筑仅靠电
力相关部门是远远不够的。2014
年 10 月接群众举报，禹州市姚武
线 123 号塔附近线下正在新建钢
结构板房，电力部门立即赴现场制
止，并向当事企业下发《安全隐患
告知书》，但施工方不予理睬。通
过汇报说明情况危害性后，禹州市
政府下发文件督办，才在乡政府的
协调下拆除该构筑物。

如今，随着政企协同、警电联动
的电力设施保护机制不断健全，河
南输电线路所处的外部环境持续改
善，同时打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被动局面，形成了事前预防、齐抓
共管、群防群治的护电格局，有效遏
制和预防外力破坏事件的发生。据
悉，2014年至今河南没有发生盗窃
破坏电力设施犯罪案件。

“若要空调耗电少，26摄氏度
是诀窍。遥控断电不能要，电表还
在慢慢跳……”7月 24日，泌阳县灯
光球场上的群众被悦耳的顺口溜表
演吸引，并学到了节约用电知识。

夏季是居民用电高峰，为引
导居民减少不必要的电费支出，
泌阳县供电公司 24个供电所走村
串户，向居民发放节电倡议书、现

场指导居民节电；帮助居民检查
电力线路，更换老化电器，淘汰线
号过细的导线，目前已受理居民
科学用电、节约用电咨询 218 起，
发放节约用电宣传资料 3000 多
份，帮助居民安装节能电器 276
个；在当地电视台、网站、报纸等
媒体广泛宣传避峰用电和节约用
电的方法。 （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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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线路安全面临多重挑战
——河南输电线路安全保护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任建庭 何书乾

光山县电力职工正在清理线下树障。 张磊 摄

面对煤炭行业几近整体亏损的市场形势，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环保二者之间的关系？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义煤公司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4200 米高原上的绿色保卫战 三门峡供电公司细化责任迎峰度夏

截至 7 月 27 日 14 点 36 分，三
门峡地区电网最大负荷达 144 万
千瓦，这是入夏以来地区电网的
最大负荷。三门峡地区入夏至今
电网的平稳运行，得益于三门峡
供电公司细化责任，打响了一场
迎峰度夏“攻坚战”。

多措并举夯基础。近来，三门
峡地区高温连续攀升，强对流天气
频发，为此该公司认真梳理春季安
全大检查、城市电网安全性评价、
标准化达标评级工作成果，督导落
实问题的整改情况；细化现场薄弱
环节隐患排查，制订整改方案；同
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市县两级应
急演练 48次，提前从各个层面做好
迎峰度夏工作的前期准备。

杜绝隐患重细节。该公司多
次邀请省、市公司专家，针对安全
管理薄弱环节，对所辖 4个县供电
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管
理知识培训；组织人员深入所辖
４个县公司，多次针对“三种人”
举办《两票管理规定》及《安规》培
训；针对突发事件，举案说法，对
人员进行应急管理培训等。

“三查三保”重实效。该公司
以开展“查尽责、除隐患、保安全”
活动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能监
办、省公司及三门峡政府“三查三
保”活动要求，成立 5 个专业督察
组，9 个安全专业检查组，共排查
隐患 64项，已完成整改 43项。

(张文心)

□本报记者 谭 勇
本报通讯员 张新军 王晓峰

热点

观察

7 月 20 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利用
漫画等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参加暑期篮球夏令营的队
员们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杜涛 摄

7 月 12 日，灵绍±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
潢川段进入冲刺阶段，青海送变电工程公司施工人员加班
加点对潢川段最后 5基铁塔发动冲刺。 杨君 摄

7 月 23 日，正值农历大暑节气。在郑州北 500 千伏
输变电工程现场，河南送变电工程公司员工正抓紧时间
施工。 彭怀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