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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7月 15日，中国石油郑州第 15
加油站内，前来加油的车辆来来往
往，但车主傅先生却有一个明显不
同的感觉：几乎闻不到汽油味儿。
因为在这里，以往四溢的油气实现
了回收。

截至目前，中国石油河南销售
公司在全省的800余座加油站已全
部实施油气回收改造，加油站油气
浓度下降 90%以上，汽油油品损耗
较改造前平均降低 40%，企业实现
节能减排，空气质量得以净化。

绿色发展，是中石油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也是中石油践行央企经济、政
治、社会三大责任的重要体现。

油气回收减少污染排放

“油气不仅直接会对人体健康
有危害，而且还是产生 PM2.5 的重
要来源。”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1升汽油从炼油厂至车主的汽车
油箱，至少要经过储油库、油罐车、
加油站地下油罐、汽车油箱4个储运

环节，每经过一个储油容器都要排
出一定油气，每天排入大气中的油
气量十分惊人。

我省近日新发布的《专项治理
攻坚方案》提出，要加强石油炼制、
石油化学、储油库、加油站、油罐车
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有
效减少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

实际上，从 2014 年起，中石油
河南销售公司就积极响应省委、省
政府号召，累计投入 1.4亿元，持续
推进油气回收治理工作。截至目
前，该公司投资 8820 万元改造了
800余座加油站，投资 4000余万元
改造9座油库，全部检测完毕，并通
过了环保部门的检测验收。

以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为例，
该系统将加油站在卸油、储油和加
油过程中产生的油气,通过密闭收
集、储存和送入油罐车的油罐内,运
送到油库集中回收治理,从而减少
或避免油气在加油站的排放。

“油气弥漫在空气中，一旦遇到
火星就会引起事故，油气实现回收
后，加油站的安全性提高了，大大降
低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中国石油

河南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郭新平说，
此外，按平均回收率 0.5‰计算，全
省全年汽油使用量在 700 万吨以
上，实现油气回收后，每年可减少油
气排放3500吨左右，并可回收油品
4000吨左右。

确保国五汽柴油提前升级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张，河南
省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机动车
尾气逐渐成为我省大气污染的重要
来源之一，加快升级油品质量迫在
眉睫。

根据《河南省2016年度蓝天工
程实施方案》，10月底前，全省将全
面供应国五标准车用汽柴油，提前
于国家规定置换日期。相比国四，国
五车用汽柴油硫含量从 50mg/kg
降至 10mg/kg，下降 80%，特别是
国五车用柴油硫含量较普通柴油下
降97%。

据介绍，中国石油对河南国五
成品油的供应渠道，主要来自西油
东送管道和东北炼厂的铁路运输。
受西部炼厂升级置换及消化管道库

存制约，再加上油品置换需要对油
库、加油站储罐进行清罐，周期较
长，全面提前供应国五标准车用汽
柴油存在一定困难。

为更好地做好国五油品升级，
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多次召开会
议，在总结国四汽柴油置换推广的
经验基础上，合理安排生产、调运、
储备和销售工作，做好国五资源调
运入豫，并提出四个衔接：一是与炼
厂衔接，争取计划，确保有序供应；
二是与铁路对接，制订预案，利用铁
路优势配送到位；三是库站衔接，迅
速开展储罐清洗工作；四是与管道
衔接，保证输送数量和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该公
司投入 300万元，新增两台数质量
专用抽检车辆，并为全省油库和质
检中心更换了硫含量检测设备；质
检中心已对全部设备进行标定，标
液进行升级，确保满足国五油品检
验全部项目指标。

据悉，中国石油将对河南优先供
应国五标准车用汽柴油。目前，该公
司正积极消化国四成品油库存，为置
换国五油品做最后准备。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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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姬文慧

7月13日14时，室外气温接近42
摄氏度。

在位于郑州市中牟县的500千伏
中惠Ι线11号塔工作现场，3名输变电
检修人员顶着炎炎烈日，头戴安全帽、
身穿屏蔽服，爬高超过60米，空中“走
钢丝”约200米，带电消除相间间隔均
压环脱落……作业结束后, 检修人员
整个如同淋了一场大雨，全身湿透。

陶留海对这样的工作场景太熟悉
了。今年38岁的他，是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检修公司最年轻的生产技能专
家，也是这次带电消缺任务的技术专
责。过去的17年间，他先后参加带电
作业440余次，累计带电作业3300多
个小时，因为不停电作业共多供电
1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
近10年的用电需求。

河南境内 135 条长度达 8300 余
公里的超、特高压输电线路是陶留海
的舞台。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在输电线
路运行维护里面是一个核心的技术工
种。除了高空、风吹日晒、劳动强度大
外，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危，需要与几十
万乃至上百万千伏的带电超特高压线
直接接触，容不得半点差池。他因此
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

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全国超、
特高压带电作业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不
是科班出身，亦没有让人羡慕的高学
历。20岁时，陶留海从技校毕业，参加
工作时是一名普通的送电工，从事艰苦
的架线工作。从一名送电工到输电线
路带电作业领域专家，他是怎样做到的？

热爱学习、喜欢钻研是陶留海最显
著的特点。“陶哥对电力专业知识的学习

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认识他8年的同
事马志说，他去过陶留海的卧室，“那简
直就是个电力书库，满满两大柜子的专
业书籍，床边、门后也全是书。”

2008年，陶留海参加了国家电网
公司首届带电作业技能竞赛。历时半
年多的准备、研究，其间还延迟了自己
的婚期，终于将 500千伏带电作业从
原来的40多分钟缩短为8分多钟，凭
借此项发明，他们捧回了团体二等奖
的奖杯。2012年再次参赛时，他是队
员，也是兼职理论教练。

陶留海的谨慎、认真与所从事的
高危工作相得益彰。他曾经跟踪
1000千伏长南线的一个发热缺陷长
达3年。其间，他翻遍书本，并利用一
切外出开会、学习机会向专家请教，还
到现场仔细查看，最终找出了原因，彻
底消除了线路运行隐患。

截至目前，陶留海先后获得发明
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3项，他发明
的绝缘士字梯在全国推广应用。他先
后完成了 1000 千伏长南线和±800
千伏天中线两条特高压交、直流输电
线路的首次带电检修，填补了我国输
电带电作业6项空白。

如今，陶留海是全国电力行业教
育培训新星。他先后在核心期刊及专
业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累计
编写10余万字的培训教材，受聘担任
了全国带电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
家和全国输配电技术协作网输电线路
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作为国家电
网公司十大专业领军人才和生产技能
专家“双料专家”，定期受邀到国网技
术学院进行授课，目前已培养特高压
带电人员550余人，涉及浙江、新疆等
20余个省份。⑦9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凌玮

舞阳县城关镇居民王保民靠经
营浴池为主业，多年来生意红火。7
月 10日，记者在王保民的浴池楼顶
看到，两台空气能设备正在运转。“浴
池此前靠燃煤锅炉制热，现在换成电
力部门的‘空气能’，把空气中的热量
通过冷媒搬到水中，不仅环保，每月
还节省成本5000多元呢。”他说。

这是我省致力推广电能替代的
一个缩影。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
省已累计推广实施电能替代项目
1052 个，累计实现电能替代电量
47.95亿千瓦时，相当于在消费终端
减少煤2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02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
尘等6.9万吨。

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清洁能
源消费模式正在逐步建立，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

优化用能结构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河南省一直面临环
境空间不足、环保压力大等问题。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能源结构单
一，煤炭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
重达75%以上。

面对严峻形势，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新发布的《专项治理攻坚方
案》抓住全省大气重污染源治理要
求，划了硬杠杠：加快推进燃煤锅炉
清洁能源改造或拆除，全面淘汰城
市小燃煤锅炉，全面实现燃煤锅炉
达标排放，全面取缔劣质散煤销售
点，确保实现全省燃煤污染排放总
量和燃煤消费总量双下降。

相较不可再生的化石类能源，
电能是清洁、高效、便捷的二次能
源，转换效率、排放效应明显优于煤
炭、石油等一次能源，电能替代是优
化终端用能结构的重要途径。

顺应“美丽河南”建设要求，省
电力公司自 2013 年全面启动电能
替代工作以来，推进的重点领域主
要有蓄热电锅炉、热泵、电窑炉、电
蓄冷、农业电排灌、电动汽车、轨道
交通等，如今，在燃煤自备电厂改用
网电、油气输送管线电力加压、皮带
廊传输、机场桥载设备替代APU、电
制茶、电烤烟等新领域，电能替代已
多点开花。

实施电能替代后，同样需要通过
发电来向电网输电，而我省发电也多
靠烧煤，会不会一样污染大气环境？

针对这一疑问，河南电科院博
士李敏表示：“脱硫、脱硝、除尘等环
保技术在煤电厂的应用，使电厂集
中燃煤的单位排放量比粗放型直燃

煤小得多，而且风、光、水发电比重
在逐年提高，电能替代的环保作用
显而易见。”

清洁电能走进千家万户

随着电能替代领域的逐步扩
大，清洁电能通过空中、地上、地下
走进千家万户，在改变人们居家生
活方式、出行习惯的同时，大大改善
了用户体验。

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早
些年，广大农村地区居民基本靠烧
煤、烧柴采暖做饭，存在一定的安全
环保隐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农村电网日益坚强、家用电器普
及，“不见炊烟起，惟闻饭飘香”的景
象在河南农村已屡见不鲜。除了家
庭电气化改造，省电力公司还将以
全省1350个供电营业厅为载体，向
客户推广应用碳晶电采暖技术，引
领广大居民享受低碳新生活。

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49台、
容量 2126 万千瓦燃煤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任务。目前，河南统调燃煤
机组年发电量2300亿千瓦时，按此
测算，超低排放改造全部完成后，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将分别减少
1.86万吨、4.98万吨和3.83万吨，同
比下降83%、65%和50%。

除了燃煤机组，随着机动车辆
的日益增多，尾气排放带来的污染
也不容小视。助力电动汽车的发
展，省电力公司不断加快城市和高

速公路快充网络建设。
7月 5日，新乡高铁东站一个公

交场站内，从南到北分布着两排充电
桩，可同时为250辆新能源公交车快
速充电。“以前公交车用柴油做燃料，
每公里成本1.5元。现在每公里耗电
0.7千瓦时左右，只有几毛钱的成本。”
新乡市公交总公司副总经理李军说。

据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省电
力公司共建成充换电站52座、充电
桩 499个，已累计开展充换电服务
32万次，充电量 1006万千瓦时，服
务车辆行驶3087万公里。目前，郑
州市、许昌市共 5座充换电站为 60
辆公交车开展充换电服务；新乡4座
换电站为200辆出租车开展换电服
务；京港澳高速和连霍高速沿线 12
个地市43座快充站已建成，初步实
现全省充电设施建设由点到面、由
城市扩展到城际的发展格局。

政策先行大气治污显成效

7月13日上午，平煤神马集团叶
县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所在山坡
上，漫山的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照射
下绽放出耀眼光辉。该项目为全省
单体最大装机光伏电站，可年发电
1.15亿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3.85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1.2万吨。

近年来，我省大力支持光伏、风
力发电。为使清洁电能顺利从空中
进入万千家庭，省电力公司全面做
好新能源并网服务，优化服务程序，

开辟绿色通道，提升服务实效，近年
来累计完成91万千瓦风电、40.8万
千瓦光伏发电接入电网运行。

“在‘电能替代’工作中，我们积
极争取政策支持。”省电力公司营销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电价政策上，
从去年开始，全省县域工商业用电
全面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在财
政补贴上，许昌供电公司推动政府
按照每平方米20元的价格补助热泵
项目；洛阳供电公司推动政府出台
了分散式燃煤锅炉拆除财政资金补
贴办法，按每蒸吨2万元的标准进行
一次性补助；新乡供电公司推动政
府出台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意
见，明确电动汽车的补助政策。

正是这一系列主动出击的措
施，让我省的“电能替代”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未来几年，电能替代、
环保发电和节能降损技术应用将更
进一步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

根据省电力公司“十三五”规
划，结合河南地方特点，各地电力部
门将继续开展“以电代煤、以电代油”
工作，以热泵、蓄热电锅炉、高污染燃
煤自备电厂、粮食核心区农业电力排
灌、重点城市和主干高速公路电动汽
车以及电锅炉替代等为重点，推动基
础设施电能替代。同时，积极支持电
采暖、电炊具应用，加快推动城乡居
民家庭电气化，力争“十三五”实现
600亿千瓦时电能替代目标，可减少
直燃煤 195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4820万吨，助推雾霾天气治理。⑦9

陶留海：“刀尖上”的舞者

本报讯 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减少恶劣天气对电网的冲击。7月
15日起，内黄供电公司全面开展应急
排查工作，构建应急安全体系网，确保
电网安全稳定度过夏季用电高峰。

该公司针对变电站、供电所等一线
班组所在地区实情，开展排水系统检查
工作，对抽水泵、沙袋等防汛物资进行检

查更换，确保排水通道畅通无阻，防汛物
资可顺利投入使用。同时，要求供电所、
配电班每日接收天气变化信息，编制天
气变化曲线，实时监控电网负荷变化情
况，对负荷高峰情况记录分析；组建应
急抢修队伍并登记备案，备好绝缘子、
钢筋铝绞线等物资，确保在突发恶劣天
气时可以立即开展抢修。⑦9（谢志鹏）

本报讯 7月 14日，三门峡供电公
司组织调控人员再次深入到各个并网
新能源电场，积极为新能源电场并网
发电提供技术指导，确保新能源电场
正常发电。

为做好新能源电场并网服务工
作，三门峡公司组织各个部门专业技
术人员，积极配合用户做好新能源电

场并网线路的施工、变电站站内一、
二次设备的施工调试工作，保证按期
完成施工任务。同时对电场用户进
行岗位培训，确保每项工作落实到
位。

据了解，三门峡地区并网新能源
电场共有7座，其中风电场4座，光伏
电站3座。⑦9 （陈志杰 张文心）

三门峡：确保光伏电场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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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碧空如洗、白云朵朵，美丽的天空醉了一城人……每当出现优良天气，人们在欣喜的同时，还期盼这蓝天白云的好

天气能时时拥有。在我省，环境质量状况正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

前不久，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动员会议召开，标志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全省打响。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等顺应时代潮流，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为中原天更蓝、水更清贡献力量。

为了中原的蓝天碧水

“电能替代”多点开花

绿色发展呵护蓝天

电
力
篇

电力服务人员在国网京港澳城际快充站为电动汽车充电。 张锐 摄

陶留海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上进行带电检修。 罗浩 摄

内黄：实时监控备战抢修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发布消息，从
7 月 18 日夜里到 20 日，全省大到暴
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让我省进入“大汛
防御”模式。

为应对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对电
网运行的影响，孟州市供电公司对防汛
工作进行再部署，对预案进行再细化，
加强对辖区17座变电站及电网设备、
企业自备变电站的巡视力度，发现隐患

及时处理，确保线路、设备的健康、稳定
运行；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地质灾害情
况，及时发布灾害预警，合理安排电网
运行方式。同时，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进一步提高抢险人员在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的应变能力、处置能力和协调能
力。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建成10余个
汛期供电服务网格，畅通24小时汛期
值班热线，备足物资和抢修车辆，确保
电网设备安全度汛。⑦9 （陈欢欢）

孟州：建成汛期安全供电网格

新能源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