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林 邢睿旻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不禁感慨：每一次崭新的开始都是过往奋进的积累！

时针指向 2021年 12月 30日 9时 30分，这是郑州城管史上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时刻。

伴随着首辆垃圾清运车的驶入和卸载，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公用集团）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投运，这标志

着郑州市迎来了实现“垃圾零填埋 焚烧全覆盖”目标的重要历史节点，同

时也是郑州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水平迈入全国先进行列的重要里程碑。

选址于新郑市辛店镇贾咀村的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占地约177亩，设计

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2250吨，主要用于处理郑州市南部新城区、航空城核

心区及南部区局部、主城区内城南部、老城区南部区域和新密市的生活垃圾。

厂内垃圾焚烧系统配置 3×750吨/日机械炉排炉焚烧线及 3台中温

450℃、次高压6.4MPa余热锅炉，2套 25MW抽凝式汽轮机、2台 30MW

发电机组及相关配套设备，投产后年发电量近3亿度。

如此一座专业功能性强、建筑规模庞大、安装体系复杂的发电厂，在行

业内建设周期需要 16个月到 18个月，但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扣除受疫情

和暴雨叠加影响的3个月，在9个月里，完成了“加速度”建设，创造了国内

行业建筑史上的“奇迹”！

“奇迹”如何诞生？一起“踏”上探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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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诞生记
——郑州公用集团南部垃圾发电项目“加速度”建设纪实

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隶属于郑

州公用集团。该集团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是 由 郑 州 市 国 资 委 出 资 的 国 有 独 资 公

司。公司自成立以来，在积极发挥投融资

公司功能承载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任

务的同时，着力布局环境环卫相关产业领

域，打造固废全产业链专业化运营模式，

形成了自身产业特色和发展方向。

负责投资建设郑州市东部、西部、南

部三座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中东部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厂 已 于 2019 年 建 成 投 入 运

营，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已于 2021 年年

底建成投运，西部垃圾焚烧发电厂预计

2023 年下半年建成投运。3 座垃圾焚烧

发电厂合计日处理能力可达 11000 吨，实

现郑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资源

化、减量化”。

档案

无休

2021年12月30日，垃圾清运车缓缓爬坡，
驶入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自此郑州市每天超
过2000吨的生活垃圾，将进入厂内的垃圾室，
经过堆放、发酵，提升燃值，最终发电产能。

但将时间拉回 2021年 1月 16日，这里还
是一片荒芜，甚至在项目施工地的西北角，还
有着 24米的深坑。仅仅 12个月的时间，一切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
电厂拔地而起，沟壑变通途，有着黄河波浪外
形设计的主楼，在映入眼帘的第一刹那，便让
人心头润满中原文化。

伟大出自平凡，“奇迹”源于奋进。
“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南部垃圾焚烧发电

厂的建设就进入了‘高潮期’。”郑州公用集
团党委委员、总经理丁青海至今记忆犹新，
在临近春节的冬月，天气寒冷，但施工现场却
热火朝天，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如何以
最快的速度推进工程进度，丁青海要求反复
研究施工图纸，并进行多次推研，直至得到最
佳方案。

“举个小例子，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施
工道路下一次性埋设了几百根管线，但直至施
工结束也没有开挖返工过一次，这就是提前推
研取得的良好实效。”丁青海说。

施工推进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春
节。为了留住人员，确保工期内完工，大家把
除夕的饺子和初一的红包都送上了工地。

“打开红包时，心里暖暖的，尽管春节回不
了家，但是一样感受到了贴心的关怀。”工地上
的钢筋工师傅刘兴禄，家在山东淄博，他说红
包留有余温，让不能回家团聚的人，心里一样
暖和，所以干起活来更能加把劲儿。

五一无休、中秋无休、国庆无休……自
2021年 1月土建正式进场，南部垃圾焚烧发电
厂的施工工地上始终采用“5+2，白加黑”的24
小时不间断施工模式。

郑州公用集团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负责人郝建新介绍：“同规模垃圾焚烧发电厂
建设周期通常为 16个月到 18个月，我们只有
12个月，又赶上 7月暴雨和 8月疫情的双重叠
加，我们的工期更加紧张了”。

在项目办公区会议室的醒目位置，项目节
点工程的完工倒计时清晰可见。2021年 5月
10日、11月 26日、12月 17日。眼前“倒计时”
牌上的内容令时常出入工地的笔者感到很是
新奇：常见的工程倒计时往往以某月1日或 31
日这种“整数月”作为单位，而在这里，工期每
天都在精打细算。

“在工期压缩、汛情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
我们仍有 2021 年年底投用的信心便是基于
此。”郝建新说，“我们坚持‘以终为始、压茬推
进、日事日毕’的工作理念，通过制订详细的推
进实施方案，倒排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次序，交
叉施工、压茬推进，以日保周、以周保月、以月
保年来确保项目建设进度。”

在2021年 12月 30日首车进厂的不久前，
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施工现场的夜晚还是一
片灯火通明，忙碌的身影川流不息，超过 1000
人的建筑工地上，在日月的交替间上演着无
变、无悔、无休的奋进拼搏画面。

防汛

去年 7月份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对
于正在紧张施工的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来说，
无疑增加了更多工程推进的难度。

“暴雨来袭之前，我们就提前准备了40台抽
水泵，以备不时之需。”郑州公用集团南部垃圾焚
烧发电厂项目副总王永飞回忆，当时为确保工程
推进，提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是由于工程项
目尚未封顶，暴雨那天的雨水哗哗地落入建筑
内，40台抽水泵全部开起，仍时有险情出现。

上午9点新购置的10台抽水泵运送抵达，
但第二批 10台抽水泵，因雨情直至夜晚才送
到，此时现场组织的 5个防汛工作组，轮番上
阵，一刻不停地巡视和组织人员加固防汛围堰。

去年 7月强降雨那日的16时，雨情突然加
大，施工现场的西北角一处基坑出现积水，工作
组迅速集结。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原址，
在西北角是一处最深处达24米的沟壑，工地是
通过土方填埋堆积而成的，如果西北角基坑积水
过多，极易造成围墙倒塌和护坡沉陷的危险。

一方面工作组加大抽水力度，遇到抽水泵
口被淤泥堵上，就会有工作人员争先恐后跳进
没腰身的基坑内及时清理，确保积水顺利排
出；另一方面未雨绸缪提前埋置的大口径雨污
水管道发挥了作用。积水一点点降了下去，一
场场危机得到了化解。

“西北角基坑的积水不可小视，如果处理
不及时，会影响到工程进度。当时距离去年年
底完工已是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挤不出任何时
间用于重复性建设。”当时在现场的冯帅令说，
大家都泡在雨水中，连续 40个小时里，许多人
都只睡了不足4个钟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基坑的危机刚刚化解，新的问题又冒了出

来。由于工程全线启动，整个南部垃圾焚烧发电
厂的建筑外围布满了钢管脚手架，每根钢管头尾
相接，总长度超过160万米。受雨水的影响部分
脚手架的底部出现松动，工程技术人员争分夺秒
召集专家进行评估和出台“解围”方案。

“记得很清晰，那天参加脚手架修复论证
会，直到深夜 10点半才结束。”专家张予强回
忆，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太
拼了，为了保证工程进度与质量，他们几乎是
把专家们架起来一路小跑进的会议室，挤出来
的时间都用来研究方案了！

由于措施得力和科学施工，南部垃圾焚烧
发电厂项目的建设经受住了汛期的考验。但
防汛的经历让许多“南部项目”人有了难以抹
去的记忆烙印，他们中很多人都还保留着当时
抢险划破的雨衣或胶鞋，把这作为不向意外与
困难低头的纪念品。

抗疫

汛情告一段落，疫情再次来袭。
为了保障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顺利

推进，整个厂区内实施闭环管理，许多人自愿
被“困”在项目上。

项目汽机工程师付坤，踏实且经验丰富。
汛期期间他的家乡新乡卫辉受灾严重，他把妻
子、女儿和老人匆忙送到安置区后，就冒着齐
腰深的水赶回了项目工地，并赶往南京进行主
要设备招标技术协议谈判。

连续 15天不分昼夜，配合相关负责人出
色地完成了焚烧余热炉系统、垃圾抓斗起重机
系统、汽轮发电机系统、烟气净化系统主要设
备的技术协议谈判工作，在主要功能性设备档
次、备品备件等方面为公司争取了更多的利
益，为项目投产后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利的
硬件支撑。

15天后回来，疫情把付坤又“困”在了工地
里。他将牵挂与不舍藏在心底，以旺盛的斗志
坚守项目 20多天，他说：“非常时期，项目上多
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有一分热，就发一分
光。”其间他的家人已在安置点生活一个多月
了，回到家中没水没电只能靠政府发放的救灾
物资生活，付坤从未诉一声苦、道一声难。

舍小家、顾大家的付坤仅是在疫情防控期
间忘我工作群体的一个缩影。由于在工程建设
过程中，还同期进行着各类先进设备的采购与
技术培训，对于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而言，
所“遭遇”的并不只是来自郑州的疫情，采购和
接受培训人员所需抵达的南京、青岛等国内城
市，甚至是在国外，都要经受疫情的考验。有的
工作人员甚至在外地与郑州之间接受过多轮隔
离，不能照顾家人，只与孤独为伴。

有一次，在采购谈判中，为减少疫情传播
的危险，工作人员选择了一间最大的会议室，
在气温极低的条件下，打开所有的窗户保持空
气对流。当谈判圆满达成时，他们已经个个冻
得手脚发麻，但心和血都无比的热！

“疫情防控期间不能回家，在加班工作后
的深夜，也会偷偷流泪，感到对不起家中媳妇
和小孩，但是为了保工期，不能出任何差池，所
有的细微要求都需要坚守。”建设者吴强强说，
解封后他在工地食堂买了一大袋手工馒头带
回家，“东西不贵，就是想让家人知道，人不回
去，心一直都惦记着呢！”

这就是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者们，
他们不畏汛情、疫情，不懈奋进地努力，是保障
工程基建与设备安装同期完成、创造行业“奇
迹”的最大秘籍！

卓越

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作为河南省重

点工程和郑州市重大民生工程，在创造行业建
设“速度”新标杆的同时，也在不停追求卓越。

如以“智慧设备层、智慧控制层、智慧管理
层”为架构，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分析、云计算、移动应用、虚拟现实等技
术，对电厂系统和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做到“可
感知、可预测、可分析、可视化”，以“更安全、更
高效、更绿色、更智能”为生产运营目标，使得
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成了国内智慧化覆盖最
全面，AI技术应用最先进的“智慧型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之一。

“建筑工地上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刷脸进
场，户外大屏幕可实时显示多个区域的施工情
况，所有信息均有记录，无论是问题追溯还是
保障农民工权益，都有大数据可查。”丁青海
说。

在烟气处理工艺方面，该项目采用国际最
先进的“SNCR脱硝+半干法脱酸+干法脱酸＋
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湿法+SCR脱硝”综
合减排方案。

据介绍，该方案基本把国际上最先进的烟
气处理“黑科技”进行了打包、集合，排放标准
远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和欧盟 2010标准要求，
达到郑州市要求的超低排放标准，是目前国内
最优最严的排放标准。在目前碳中和的大环
境下，项目可通过烟气处理、节能减排等形式，
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
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

而垃圾进行堆放、发酵的垃圾室，也进行
了四重防护，主体结构使用了防渗混凝土，达
到了 P8 防渗级别；在垃圾池 0 米到负 6 米的

“肚子”里，还使用了目前最先进的“TPO防水
材料”，同时铺设水泥基渗透结晶、高耐磨环氧
玻璃鳞片、聚氨酯防水等涂层，做到防水、防
渗、防腐的万无一失。“在确保生活垃圾在发酵
时所产生‘渗滤液’不外渗的同时，渗滤液还要
经历十多道处理程序，其中还包含了居民家庭
直饮水中常见的‘RO反渗透膜’的过滤，而经
过处理的最终成品，还可直接用于市政清扫或
绿化使用。”丁青海介绍。

探寻“奇迹”诞生之旅即将结束时，被一幅
感人的画面震撼内心：无数建设者加班加点，
让空气里充满争分夺秒的紧张，个体的生命渺
小，却如头尾相连的列车，无边无际；可以创
造，无穷无尽。

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主楼外形取意黄河波浪，彰显中原文化

防汛抢险 安全巡查 精工细作 保质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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