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月6日起，天气预报中的寒
潮如期侵袭滨州，甚至比预报的低
温来得还要更猛烈些。当天，记者
走进国网滨州供电公司抢修、巡视
现场，记录供电公司员工战寒潮保
供电的身影。

站在10米高的绝缘斗
臂车上一忙就是20分多
钟，“绝缘服都冻得嘎嘎硬”

1月 6日下午5:30，室外温度
降至零下13摄氏度。市区黄河三
路渤海七路路口附近，10千伏泽三
甲线9号杆跌落式熔断器下引线因
负荷过大被烧断，国网滨州供电公
司城区供电中心和带电作业中心工
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展开带电作业
抢修。

华灯初上，寒风中的行人裹着
厚厚的棉装匆匆而过，两名带电作
业人员站在离地近10米高的绝缘
斗臂车上一忙就是20分多钟，待引
线换好恢复供电，两人冻得说话都
已经不利落了。“冷，太冷了，绝缘服
都冻得嘎嘎硬。”带电作业人员孙爱
生从绝缘车上返回地面，一边搓手
取暖一边说。

据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带电作
业中心带电作业班班长李海涛介
绍，这已经是当天的第四个抢修
现场了，“无论什么天气，只要有
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处理，确保市民安全可靠用
电”。

滨州境内所有“煤改
电”线路都运行平稳，电采
暖用户家中用电一切正常

寒潮来临，“煤改电”用户家中
取暖用电一直牵动着供电员工的
心。1月6日晚7：15，国网惠民县供
电公司魏集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魏
集村魏绍文家中进行安全用电检查。

魏绍文和老伴刚刚吃完晚饭，
正在收看《新闻联播》。虽然当时室
外已经零下13摄氏度，但魏绍文家
中的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达到25
摄氏度。“今年家里安装了空气热源
泵，电费国家有补贴，供电所工作人
员还经常过来查看指导，真的是很

贴心，我们也过了一个暖冬。”魏绍
文说。

离开魏绍文家，记者回到滨州
电力调控中心时已经是晚上9：00，
调度员梅守滨正通过调控系统监视

“煤改电”台区的负荷变化。梅守滨
介绍，“从‘煤改电’负荷曲线图可以
看出，咱们滨州境内所有‘煤改电’
线路都运行得非常平稳，电采暖用
户家中用电一切正常。”

零下 17摄氏度的寒
夜里，滨州供电人坚持巡
线确保重要路段用电安全

当天晚上10：00，滨州室外气

温降到了零下17摄氏度，呼啸的大
风把路边的共享单车吹倒一片。不
戴手套，裸露在户外的双手不到三
秒钟就已冻得生疼，呼吸时鼻腔也
会被冷空气猛烈地刺激。

在这种天气里，当记者见到国
网滨州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配电
运检一班职工单海滨、李振兴时，他
们俩已经在滨医附院附近忙碌了半
个多小时——当晚，他们俩负责对
10千伏天华甲乙线进行特巡。

这样的天气里，记者在采访间
隙只能不停地跺脚和走动，以便驱
散寒冷。但单海滨和李振兴两人却
需要仔细查看线路，并不时记录线
路信息。实在太冷了握不住笔，他
们双手狠狠搓几下，缓一缓快冻僵
的手，然后再接着干。

晚上10：35，黄河二路滨医附院
段巡线结束，单海滨与李振兴又赶往
另一路段开始新一轮的特巡……

凌晨1：45，冒严寒紧
急为出现状况的变压器加
注变压油

时间一点点过去，温度也在不
断下降。1月7日凌晨1：30，室外温
度降至零下18摄氏度。由于天气太
冷，热胀冷缩，导致为市区供电的
110千伏宣家变电站1号主变的变
压器油减少至标准线以下，需要紧急
补充，否则变压器运行会不稳定。

早在寒潮来临前，国网滨州供
电公司运检部专工刘博、变电检修
中心主管李勇就已经提前预判到个
别变电站可能会出现变压器油减少
的情况，因此他们早已经联系变压
器油厂家备好了变压器油，并提前
装车，确保随时出发。

凌晨1：45，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变电运维人员穆明亮、李春晓、郭连
征进行相关操作后，开始为变压器
注油。“我们每个人在工作服里面都
贴了两个暖宝宝，但风一吹还是不
太管用。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只要
变电站安全了，冷点累点都值了。”
变电检修二班班长王吉庆说。

变压油加注完成后，已经是凌
晨2：00，穆明亮和李春晓带上手电
筒、测温仪等设备，又对110千伏宣
家变电站开始了夜间设备特巡……

供电人寒潮“逆行”只为守护万家灯火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市县一体战寒潮保供电侧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诚 通讯员 吕永权 刘建 代福永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通讯员 王学芳 张磊 李明 报
道）自1月6日起，我市遭遇一场极
端寒潮天气，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高度重视，提前安排部署，多措并
举积极应对寒潮天气，全力做好园
林、环卫、公厕等方面的防寒防冻
工作。

园林方面，针对黄河五路绿
化带中红叶石楠耐寒性差的特
点，工作人员在原有防寒围挡的
基础上，加盖加厚塑料布实施二
次防寒，共建成简易型温棚近一
万平方米；在黄河八路、渤海十
六路、渤海十八路等道路两侧绿
化带及各个公园景区中，为红叶
石楠、百日红、大叶女贞、月季等
耐寒性较差的苗木实施了增设
挡风障、缠裹防寒布等防寒措
施，确保苗木安全度过低温寒潮

天气。
环卫方面，为一线工作人员

发放了棉鞋、棉坎肩等防寒物
资，缩短一线保洁人员工作时
间，全天开放环卫工人休息室，
保证空调正常制热取暖和热水
供应；利用智能化健康管控系
统，加强在极寒天气下对人员身
体状况的实时监测；车辆作业暂
停期间，由驾驶员组成机动突击
队，实行一天24小时备勤，遇有
道路突发污染时应急出动，实现
第一时间处理。

公厕管理方面，在管辖区域内
公厕新安装棉门帘27套，在中海
公园月亮湾浴场等处的公厕安装
碳晶电热板41块，同时加大对公
厕的巡查次数和力度，启动公厕内
电热板以及地热膜，确保公厕设施
使用正常。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精准”防寒防冻有实招

自1月6日起，我市遭遇一场
多年未遇的极寒天气，室外温度最
低-18℃，局部地区-21℃。根据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GB50736-2012），滨州
市供热系统最低设计温度为室外
日平均温度-7.6℃。由于遭遇多
年来历史气温最低极值且持续低
温，滨州市户外日均温度已经连续
2 天达到-13℃，突破了设计临
界。这意味着，居民住宅墙体已被

“冻透”，保温性能急剧下降，户内
热量散失速度成倍加快，难以保障
达标情况后舒适的室温。这种情
况在一些非节能建筑老旧小区的

“边、角、顶、底”用户，以及周边停
暖用户比较多的“悬空”用户中表
现尤为明显。

面对此次霸王级寒潮降温天
气的挑战，滨州市公用事业集团权
属供热企业严格按照滨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部署要求全力防范、
积极应对寒潮天气，提前成立应急
指挥领导小组，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制度，及时启动供热应急预案，科
学指挥、统一调度，周密部署、责任
到人，确保万无一失打赢这场寒潮
天气供暖攻坚战。

供热管网在设计上限
满负荷运行，保热保安全
同步进行

面对最低-21℃的降温挑战，1
月3日，滨州城区供热企业第二次
启动极寒天气应急预案，提前3天
提温提压，管网温度和压力在设计
上限满负荷运行，高温水管网供水
温度108度，中心站出水温度69.5
度。

由于供热站网运行参数已直
逼设计上限且再无增量，为防止
超温超压导致管线爆裂等事故发
生，运行人员采取24小时线上监
测参数波动，线下提高供热管网、
站点的巡检频率等方式，确保无
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巡检频率
从 60分钟一次调整为 30分钟一

次，便于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安
全隐患。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更

好地应对突发事件，供热企业还
配备了多支抢修队伍，24小时待

命，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处理”。

着力解决非节能老旧
小区供热难点，最大限度
保证寒流下“全网平衡”

在供热管网、站点温度、压力满
负荷运行的同时，为解决非节能建
筑的用热需求，滨州城区供热企业
一方面做好安全运行，一方面尽己
所能向非节能小区增压增温提高热
能。

滨州市城区今冬供热面积达
2230万平方米，其中非节能建筑占
比60%。在同等室外温度和供热
运行参数下，老旧小区等非节能建
筑的室内温度相较节能建筑的室内
温度会偏低3—5℃。为此，在供热
满负荷运转且不超过老旧小区室内
采暖设施设计上限的前提下，市城
区供热企业利用室温采集系统密切
关注不稳定小区及边户、顶户、底户
和“悬空户”，通过自控系统最大限
度地将供热量向非节能建筑小区倾
斜，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些非节能建
筑用户的用热诉求，并最大限度保
证寒流下“全网平衡”。

在此基础上，市城区供热企业
充实供热管家队伍，保证热线畅通，
接到应急电话后立即出单。针对供
热有诉求的用户，做到有诉必访，上

门入户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化解情
绪，尽最大努力解决热用户的供热
诉求。

极寒天气期间，市城
区未发生一起大面积暖气
停供事故

为应对极寒天气，市城区供热
企业供热管网的运行参数纷纷提至
设计上限运行，在满负荷运转且室
外持续低温状态下，极易发生管线
泄漏、冻裂等事故，尤其是一些“服
役”了十几年的老旧管网更经历着
生命周期里的“不能承受之重”。

其间，抢修工程主要集中在老
旧小区管网泄漏方面，这是因为老
旧小区的阀门一般关闭不严、管件
老化锈蚀比较严重，造成保温缺失
比较明显。另外，还有部分小区居
民末端用户不用暖，造成了“死水现
象”，随着发生大幅度降温，造成冻
裂泄露且通常比较严重。

据介绍，自2020年12月28日
以来，市城区老旧小区管网累计发
生管线冻裂等事故38起，供热企业
抢修队均在3个小时内完成抢修并
恢复供热。此次极寒天气期间，市
城区未发生一起大面积暖气停供事
故。

供热管网满负荷运行 供热人员24小时值守 供热管家上门回应诉求

滨州城区供热企业“火力全开”战极寒暖民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高倩 周宇

对老旧小区院内冻裂管网进行抢修。供热人随时待命奔赴抢修一线。 供热管家及时上门服务。

供热指挥调度中心24小时值班，密切关注管网运行情况，及时派遣人员到现场处理问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范佳琪 报道）

“大爷，今天家里的温度怎么样
啊？这几天就不要出门了，做好保
暖，这是我的联系电话，有什么需
要给我打电话。”1月7日，滨城区
秦皇台乡单寺社区副书记王磊第
三次走进帮包贫困户家中，在了解
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所需后，叮
嘱其注意保暖，平安度过极寒天
气。叮嘱好老人后，王磊又马不停
蹄地赶往下一户……

为切实做好极寒天气应对工
作，秦皇台乡迅速行动，采取紧急
举措，全力保障群众温暖安全过
冬。自1月6日以来，秦皇台乡组
织班子成员、包村干部、帮扶责任
人，重点围绕取暖设备运行、用电
保障、住房安全、生活用品储备等
方面，开展全员入户走访工作，深
入了解群众面临的问题及困难，并

积极宣传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和清
洁能源使用等常识，对发现的问题
做到即知即改，千方百计保障群众
安全。

同时，安排各村燃气安全员逐
一入户进行安全用气、用电宣传，
全面做好用气安全知识讲解和供
暖设备管网的维护检修；积极协调
燃气公司保障气源供给，为广大

“煤改气”用户冬季取暖提供保
障。此外，秦皇台乡严格落实领导
干部在岗带班制度，确保信息联
络畅通，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优化
调拨和紧急配送机制，确保各类
物资在紧要关头调得出、调得快、
用得上。截至目前，全乡170多
名党员干部共走访群众 1 万多
户，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近1000
件，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5000 多
份，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
了千家万户。

秦皇台乡党员干部
上门解难题助力群众抗极寒

全乡170多名党员干部共走访群众1万多
户，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近1000件

在10米高的绝缘斗臂车上抢修线路。

零下17摄氏度的寒夜里，坚持巡线保平安。 随时待命，时刻准备赶赴抢修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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