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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下午，京能电力滑州热电#1
机组锅炉受热面开始吊装。

此次吊装件部位为#1 锅炉上部水冷壁

左侧，受热面长20米，宽14米，重28吨，此次

吊装采用双机抬吊，采用 630吨履带式起重

机和 40吨塔吊，吊装过程遵循先上后下，吊

装作业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进行。

滑州热电2×350MW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为超临界机组，#1锅炉受热面总重4500吨，焊

口26000余道，对焊接质量要求高。自#1锅炉

受热面开焊以来，该公司为确保受热面焊口质

量，在受热面组合过程中，对班组人员进行焊

接工艺培训，所有焊工考试合格后方可进行上

岗作业，对打磨后的管口采取防锈措施，及时

封堵。目前受热面焊口完成713道，经过射线

探伤检测，受热面焊接一次合格率99.67%，对

未合格焊口进行返修，实现100%合格，确保焊

接质量和锅炉安全。 （京能电力 官卜瑞）

滑州热电2×350MW热电联产工程
锅炉受热面开始吊装

“五精”标准融入过程控制

在首都停车产业圈中，京能千方的名字

也许并不陌生，这个集股东、技术、服务优势

为一体的智能停车运营品牌，在京城的停车

舞台上，已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掌声。

京能千方为京煤集团智能停车运营品

牌，基于在城市智能停车运营规划管理的先

进经验，品牌通过投建、收购等方式获取资

源，以打造“P+X”生态车场及精细化管理为

核心，借力大数据、物联网、数据平台，实现

人、车、生活智慧城市的综合服务管理，服务

对象涵盖各大地产商、产权业主、街乡政府、

同业公司，并始终致力于为城市停车提供多

元化解决方案。

京能千方“P+X”生态车场系统是在传统

停车场管理基础上，本着“人文、智能、绿色、

定制”的理念，通过打造产业平台、信息平台

和服务品牌等形式，将传统车场打造成具有

远程监控、智能化运营、高效反馈、成本集

约、多元化服务优势为一体的生态车场，实

现城市停车智能化管控升级的同时提高停

车场的价值。

京能千方品牌业务涵盖车场投建运营、

平台输出、规划咨询、委托管理，业务层次清

晰且互为依托，是行业中少有的集投资、建

设、运营、规划为一体的综合性停车运营服

务企业，品牌实力可见一斑。

京能千方“嗨停”品牌是集多元化、智能

化服务为特色的“嗨”系列服务品牌，品牌通

过“嗨停钱包”、“嗨停到家”、“嗨停共享”、

“嗨停公益”等服务模块，强化车场多维度服

务，还原城市时尚生活，让用户在停车的同

时，感受“VIP”式的个性化服务，享受停车的

全过程。

京能千方智慧停车云平台依托大数据、

物联网技术的开发应用，可实现对城市静态

交通的联网联控，通过可视化监控系统、智

能化数据共享，接入汇总城市车场数据，综

合监控分析城市静态交通信息，是城市静态

交通综合管控的“神经中枢”。

京能千方品牌项目已在北京各大城区

铺开，合作类型多元，运营方式多样，得到行

业及各大合作对象的广泛认可。

该公司精心打造的东城区智慧管理平

台，基于东城区首都核心城区功能定位，利

用物联网技术，通过单车场智能化改造、多

车场联网管理及静态交通管理平台三层构

架建设思路的优化升级，以政府、企业、大众

多元化停车需求的满足与服务提升理念为

依托，助力东城区政府实现对管辖内17条街

道，415个车场，26604个车位的数字化、智慧

化管理，管理效果得到市级领导的充分肯

定。 （京煤集团党群工作部）

京 能 千 方 ：智 慧 停 车“ 专 家 ”

昊华能源公司前三季度
安全生产经营绩效良好

昊华能源公司前三季度实

现了降本降造、提质增效，安全

生 产 并 完 成 利 润 计 划 的

108.27%。煤炭产量完成进度计

划 的 103.15% ，同 比 增 长

20.34%；煤炭销售完成进度计划

的 106.36%，同比增长 18.50%。

甲 醇 产 量 完 成 进 度 计 划 的

102.24%，同比增长 5.00%。甲

醇销量 32.00万吨，完成进度计

划的101.02%，同比增长1.71%。

根据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

解要求，昊华能源公司大台煤

矿于2019年9月停产，北京千年

采煤史宣告终结。停产后，公

司整体产量降低，对收入和利

润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三季

度，大台煤矿始终严格按照“标

准不降低、管理不放松、考核更

严格、投入有保障、安全氛围更

浓厚”的工作要求，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在退出过程中，坚持

“安全、稳定、有序”的退出原则

和“安全、环保、效益”的回收原

则，做好人员分流安置和资产

回收工作。截至9月底，共分流安置人员911
人。

在做好京西煤矿退出的同时，昊华能源

公司加快转型转移步伐，积极寻找煤炭产能

接替并购项目。9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通过公开竞价摘牌方式，成功收购宁夏红

墩子煤业有限公司 60%股份，并先后完成了

红墩子煤业资产评估、法律尽职调查、财务审

计、技术经济评价及优化设计工作。

坚决贯彻落实集团融合改革发展以及煤

电协同、“双轮驱动”发展要求，在集团的协调

组织下，昊华精煤高家梁煤矿与京能内蒙三

家电力企业达成电力多边交易

的意向。1至9月份集团内部销

售煤炭123.78万吨，比去年同期

82.42万吨增加41.36万吨。

四季度，昊华能源公司将

继续坚持“融合改革、管理升

级、双轮驱动、加快发展”的工

作主线，努力实现公司高质量

发展的工作目标，在安全生产、

经营管理、项目建设、京西退出

的各项工作中，全力以赴，狠抓

落实，确保完成各项目标，推进

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一是

加强安全生产、经营管理、节能

环保、技术创新等工作的巡查、

落实，以目标导向、结果效果导

向、问题导向，发现、解决前三

个季度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

题，全力争取高质量、高效率发

展 ，奋 力 完 成 今 年 的 经 营 计

划。二是进一步抓好“安全文

化 建 设 年 ”、“ 安 全 生 产 万 里

行”、“五精”管理、“三基九力”

团队建设、“降本降造 提质增

效”行动等活动落实。三是坚

持“双轮驱动”，依托集团的支撑，全力争取

政府的支持，全力争取相关方配合，加大煤

矿建设、并购项目的推进力度。

（昊华能源 乔艳芳）

京能电力以集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

管理升级、高质量发展”为工作主基调，在

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11.07 亿元，同

比增长91.69%。15家发电运营企业中，11家

企业实现盈利，其中 6家企业成功实现扭亏

为赢，2家企业盈利超过1亿元，2家企业利润

同比提高超过1亿元。

2019年，该公司扎实推进“五精”管理，向

内找问题，向外找差距，向管理要效益，全面梳

理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和问题，努力搭

建有效的巡查管理机制，形成闭环管理的长效

机制。

该公司将融合改革发展的理念持续引向

深入，着力解决制约公司发展的重难点问

题。该公司把京宁华宁的深度融合作为破冰

点，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十堰与东风的管理

融合，又以点带面，在平台范围内全面优化各

发电企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从目前效果

看，京宁华宁双双实现大幅度减亏，十堰和东

风预计在明年实现合并口径盈利的融合成

果，同时，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完成所属企业的

机构设置优化，预计明年底前可全部完成所

属企业的人员配置优化。

在解决存量问题的基础上，京能电力在

增量上也是持续发力。锡林发电两台大容量

高参数机组年初成功转入商业运行，电力供

应伴随特高压输电通道直送京津唐地区，实

现当年投产当年盈利，拥有广阔的盈利前景

和发展空间。十堰热电 8月转入商业运营，

经过不懈协调和努力，项目已成功从调峰机

组名单退出，火车煤业已实现入厂，一期热网

工程全部竣工，各方面都做好了向全市供热

的准备。吕临、秦皇岛、双欣、滑州、宜春、京

泰二期等各项目都进展顺利。内蒙古京能能

源开发公司和综合能源分公司的成立，也标

志着公司在下游产业的新突破。

开源不能忘节流，增效离不开降本。公

司高度重视降本增效工作，前三季度，营业成

本收入率和三项费用完成情况均优于集团目

标值。成本的关键在燃料。市场煤网上竞价

阳光采购平台上线后，共准入合格供应商

520 家，拓宽了供应渠道，也提高了议价能

力，按成交量加权计算低于限价的成交量节

约含税采购成本1906万元。

经营形势企稳向好的同时，仍然没有也

不能忽视“安全”这个高压线和紧箍咒。公司

以集团安全巡视检查为契机，全面抓好相关

整改工作，并先后开展了70周年电力安全保

障检查、输煤系统及煤场专项整治，危化品综

合治理、贮灰场安全评估、施工和检修现场专

项检查、安全性评价等工作，筑牢了安全根

基，促进了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改善。

（京能电力 王晓磊）

京能电力坚持深化改革
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11.07 亿元

摄影摄影 王长明王长明

今冬供热季即将开始，北京热力集团牢

记“看北京首先从政治上看”的要求，认真贯

彻落实蔡奇书记在 2018 年底检查供热季供

暖保障工作所做的重要批示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国有企业

政治责任担当，精心谋划，扎实工作，全面做

好了冬季供热前的各项准备。

北京热力集团始终把提升市政热网供热

保障能力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提升系统保障力。在热源

建设上，3座尖峰热源厂新建热源建设任务，

可满足热网安全稳定运行、居民家中温度达

标。

北京热力集团坚持设备隐患“冬病夏

治”，以预修为主，把功夫用在平时做到应消

尽消，不断提升供热设备设施的安全可靠

性。特别是“石京线”更换波纹管工程，工作

任务重、施工难度大、涉及用户多、占路时间

长，在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等主管部门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按时顺利完成检修任务。

北京热力集团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闻风而动、接诉

即办”要求，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建立了企业

书记负责制，以96069供热服务热线为依托，

狠抓 12345 市民热线工单的接单、部署、落

实，确保每一个工单都得到及时有效落实，响

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大幅提高，得到北京市

民的高度认可。北京热力集团积极主动作

为，精准施策发力，开展了一系列以用户为导

向的服务进社区活动，到社区、居民家中详细

了解用户的供热诉求，对低温区和集中热点

地区进行了彻底有效整改，变“接诉即办”为

“未诉先办”，用户回访满意率再创历史新高。

目前，供热运行方案和应急抢修预案谋

划到位，制定了精确到每个小时每个用户的

市政热网投运方案，编制了应对天然气短缺、

电厂和管网故障等多个应急预案，做到了心

中有数、有备无患。应急队伍建设和应急装

备配备到位，各级领导干部严格执行24小时

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北京热力集团将按

时、优质、安全、稳定供热，让百姓满意，让政

府放心。 （北京热力 王长明）

以首善标准做好
冬季供热准备工作
确保首都市民温暖过冬

冬季供热，是温暖工程，更是责任工程、

民生工程。清洁能源公司在京燃气热电企业

紧紧围绕“确保安全供热”这一重点任务，扎

实开展机组检修和设备维护工作，为保障安

全优质供热打下了坚实基础。

清洁能源公司在北京有七家燃气发电企

业，总装机容量 470 万 kw，设计供热面积

6280万平米，其中京西热电、高安屯热电、京

桥热电和京阳热电承担中心热网供热任务。

为确保机组在供热期内能够安全稳定地

长周期运行，清洁能源公司所属在京燃气发

电企业，立足民生大局，认真践行“五精”管理

理念，超前准备、周密计划，精心部署、科学实

施，多次召开检修工作部署会议，对检修项

目、人员分工、材料准备、保障措施等详细部

署、落实方案，为冬季供暖顺利实施提供有力

保障。自 9月初开始的机组检修工作，截止

目前，除京阳热电将于11月5日检修结束外，

其他发电企业均已完成供热检修工作。检修

期间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重点对主机和供热

设备进行检修消缺，把热网循环泵、热网加热

器作为必检内容，同时完成了设备的技改优

化和维修工作，检修结束后各单位及时组织

对供热设备进行试运调试和修后试验工作。

随着冬季供热季来临，各单位组织开展

了横到边、纵到底拉网式供热前安全大检查

工作，彻底排查安全隐患，为顺利供热提供坚

实保障；成立热网系统故障应急领导小组、抢

修队伍。根据自身管网现状、设施情况，进行

全方位事故预想，提前制定抢修、抢险方案，

并组织运行人员开展了热网事故演练等专项

反事故演习，切实增强了应急能力建设确保

供热设备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冬季供热。热网

系统试运结果显示，各项参数运行正常，满足

供热需求，已具备随时供热的条件。

（清洁能源 王严）

清洁能源全力以赴
保障供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