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霆、邓嘉磊、张爱暑）机组运行集控室实现两机一控改造，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

上世纪 80年代初， 电厂 4台机组受
建造之初设计、投资、制造等诸多因素影
响，存在许多先天不足。然而石电人并没
有以设备性能差为借口，一代代检修人刻
苦钻研、不畏挑战，锲而不舍地走上了持
续改进的漫漫征途。

“给我们三年时间， 一定把炉管泄漏
的问题给彻底解决掉！” 电厂检修部锅炉
专业全体党员在党旗下立下军令状。在那
之后， 为了解决频发故障的共性问题，他
们翻烂了档案室的资料；为了不放过一处
磨损减薄， 他们摸遍了炉内的每一片管
排。他们抓住每一次停机机会，仔细检查、

总结、 解决锅炉缺陷， 检修现场灰人、汗
人、守夜人，都是他们留下的身影。就这
样，检修工艺规程被不断地完善，先天结
构性缺陷被逐年消除，预防性更新改造走
在了损坏的前面，频繁泄漏的“旧疾”在石
电人的精心呵护下被慢慢“治愈”。

2016年 9月 7日，电厂 1号机组顺利
停机，创造了华能系统发电机组连续安全
运行最高纪录 810天的傲人成绩，大幅刷
新了上海市发电机组连续安全运行纪录，

并被中电联评为年度全国同类型机组可
靠性第一名！对于 30 岁“高龄”的电厂而
言，这无疑是石电人创造的一个奇迹。

正是凭着这颗 “自找差距， 自我加
压”的恒心，石电人负重自强，砥砺前行。

自 2014年以来， 电厂已连续 5年实现
锅炉“四管”零泄漏，攻克了凝汽器真
空严密性不佳、汽缸温差超标、DEH 逻
辑不完善等多项技术难关， 有效解决
了困扰电厂多年的“顽疾”，使老机组

焕发出新的生机。

多少天不分昼夜、 多少人以厂为家，在
追求华能“蓝色”品质的道路上，石电人与时
俱进、学习创新、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每
一次设备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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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未来:建筑可以阅读,

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
度。 为追逐这个美好梦想，电
厂党委切实发挥党组织密切
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和使命
担当，倾力打造“一米阳光”工
程，32年的坚持和守护，让温
暖工程的“最后一公里”畅通
无阻，采用“一户一策一专人”

的思想工作方式，坚持“三必
访”“三必谈”制度，做好临退
职工的“六个一”工作，尽力为
职工排忧解难，实现“慰问一
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的正
效应。

1993年入职的一名一线
员工，不幸患上重症肌无力，

昂贵的医药费用把原本并不
富裕的家庭推向了困境，当
时，她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原来家里靠我一个人的经
济收入还能维持， 可是生病
后不能上班， 今后的日子该
怎么过……”病痛的折磨，思
想的压力， 使她仿佛走进了
漆黑的夜路，举步艰难，只有
忧伤陪伴。然而，就在她绝望
时，企业送来了关怀，同事们
送上了关爱。 电厂党委以多
种渠道确保她在家养病期间
的基本生活收入，26 年来，一
次次的关心和温暖使她重新
燃起了生活下去的愿望。邻
居曾这样感叹：“虽然她没上
过几年班， 但企业的关爱从
来没有缺少过！她得这个病，

幸亏有你们这样的单位，否
则早完了。”

一名身患糖尿病多年的员工，2017年出现
了并发症，一只眼睛失明，肾脏衰竭，情绪跌落
谷底，一度对生活和工作都失去了信心。电厂党
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专人上门慰问帮扶，从各
方面进行开解，及时提供相关政策信息，帮助他
报销医药费， 通过帮困基金和职工募捐等方式
解决燃眉之急。慢慢的，他那颗绝望的心被暖化
了， 重拾起对抗疾病的信心，“以前从未把组织
当回事，可真当自己有难时，才感知到组织的温
暖，才明白组织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正是凭着石电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
暖心，在职工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有人出现
在身旁嘘寒问暖，在职工生活遭遇困境的时候，

总会有人在身旁排忧解难， 这就是电厂搭建的
“爱心桥”，在桥的两端有着太多的牵挂和相伴，

牵连的是太多的温暖和感动， 就像每天第一缕
阳光，充满希望和力量。

一路向前走，都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
发。32年来，历经几轮改造后，升级为 4台
325兆瓦的机组，见证了城市的日新月异，

伴随着申城迎来了新的时代。 几度沉浮，

几度彷徨，一次次临危不惧，一次次勇挑
重担，一次次冲锋在前，一次次创造辉煌，

石电人依靠勤奋和智慧，矢志不渝、探求
发展之路，化危机为机遇，闯过了种种艰
难险阻，使电厂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大”到“强”，留下了华能石电人
波澜壮阔的画卷。

而如今机组日益老去， 指标不再领
先，昔日的“光环”定格为历史，电厂也正
面临着亏损和生存的挑战，这一切都引起
了石电人警醒和思考，在当前煤电转型发
展的大形势下，电厂该往何处去？又该如
何引领高质量发展，是石电人无法绕开的
课题。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
变， 才能与时代同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结合《上海市十三五能源规划》中所
确定的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替代升级
改建部署，石电人按“等容量、减煤量、减排
量”的要求，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并打造适应
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所需求的安全可靠、

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灵活智慧的未来清洁
燃煤电厂， 实现老电厂在新时代的华丽转
身，作为电厂头等大事加以实施。这既是石
电人翘首以盼的美好梦想， 也是华能人永
不懈怠的时代重任与历史担当。

东海之滨，长江之畔，一座百万千瓦级火力发
电厂历经了 32年风雨，依旧以挺拔的身姿巍然屹
立。它，就是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华能上海
石洞口第一电厂。一晃 32 年，电厂 4 台 325 兆瓦
发电机组见证了城市的日新月异， 助力了上海的
大发展，伴随着申城迈入了新时代。

“充满激情、富于创新、追求卓越”，电厂党委
带领全厂职工群众， 始终昂扬 “那么一股子气和

劲”，结合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电厂党委立足实际找差距， 找准症结出实
招，潜心经营“五心”党建品牌，以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为落脚点，助力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为保障上
海地区电力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截 至 2018 年 底 ， 电 厂 累 计 发 电 量 为
2064.1644亿千瓦时，连续安全生产 3612天。历年
来，先后获得全国电力工业环保先进单位、全国部

门先进绿化四百佳单位、全国电力行业 QC小组活
动优秀企业、电力工业部和国家电力公司安全文明
生产达标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安康杯竞
赛优胜单位、上海市优秀企业、上海市平安示范单
位、上海市文明单位等诸多荣誉称号，孕育出了一
个又一个优秀典范和先进集体，包括:全国劳模倪
继忠、上海市劳模王星原、上海工匠华能集团最年
轻的首席技师马浩、上海市经信委百强党支部等。

上世纪 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
进，国民经济呈现稳定增长的大好形势，作为
国际大都市的上海， 电力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严重缺电成为了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1984

年，在国务院压油办和上海市政府相关委办的
大力支持下， 上海石洞口发电厂成为了国家
“第七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安
装了 4 台 300 兆瓦等级国产第一批亚临界燃
煤机组。1985年 3月 1日，踏着改革的潮汐，上
海石洞口发电厂在上海北部广袤的滩涂上打
下了第一根基桩。

1987年 12月 19日，凝聚着广大建设者的
梦想，承载着上海城市发展期望的上海石洞口
发电厂 1号机组正式并网发电，为上海电网注
入了一支强心针。1990年， 电厂 4台机组全部
建成投运， 成为上海首座百万千瓦级电厂，大
大缓解了上海电网缺电的局面。在国家“第八
个五年计划”期间，电厂的出力高达全市发电
出力的四分之一以上，充分发挥了百万千瓦级

特大型火电厂在上海电网中的主力军作用，

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为上海人民生活和城市
发展输送稳定电力的重大使命。

上世纪末，我国电力工业向市场经济转
型，电力体制改革也逐步走向深入。沐浴着
改革的春风，1999年 12月 30日， 由中国华
能集团公司和上海电力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的华能上海石洞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正式
揭牌成立。2002年 10月 22日， 电厂成为华
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下属企业，

并正式更名为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多年来，面对自然因素、社会环境等重
重考验，在电厂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石电人
始终用坚强的意志直面未知的挑战，用坚定
的信念攻克技术的难关，用创新的精神探寻
一个又一个发展的突破。2008年冬季， 一场
50年不遇的大雪侵袭着南方大地，上海电网
发出了最高的红色预警。网调向电厂下达了
4台机组必须保持满负荷发电的 “死命令”。

由于天气恶劣，导致煤船无法正常靠泊，厂内库
存煤量已不足一天的发电量。千钧一发之际，电
厂通过周密部署，调动一切力量，终于争取到一
船煤。可也正是这船让石电人翘首以盼的煤，却
让石电人的心再一次跌到了谷底———抢卸中的
煤结冰现象异常严重。 面对着几吨重的巨型煤
块，石电人二话不说，拿起铁锹、榔头，在刺骨的
寒风里一凿就是十几个小时， 完全顾不上因寒
冷、疲惫而不住颤抖的双手，力保安全发电。

正是凭着这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
初心，石电人拧成一股绳，一次次临危受命，

一次次披荆斩棘。为了确保电网的安全稳定、

为了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 电厂义不容辞地
站了出来， 选择了即使亏损也要履行社会责
任的神圣使命，以稳健而有力的步伐，陪伴申
城经历了 32 个严寒酷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华能的“红色”基因。在 600 兆瓦、1000 兆瓦
等级机组占据电力市场主力的今天， 不断创
造着新的业绩。

三十余载助力上海发展 高质量党建奋进新时代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五心”党建纪实

诠释“红色”基因 逢山开路勇挑时代重担

追求永无止境 自我加压创造傲人成绩

从小兵到尖兵 锻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

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就能立足
岗位成长成才， 就都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
的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
受快乐。 电厂党委将多年沉淀的党建基础
优势与 QC攻关的成功经验相结合， 研究
制定 《党员带团青 QC攻关小组活动实施
细则》，既解决生产上难啃的“硬骨头”，又
提升人才队伍的“软实力”。

2017年至今， 电厂党员带着团员青年
QC攻关活动， 解决了 20余个生产技术上
的疑难杂症，产生了上千万的经济效益，“提
高 2号机凝汽器真空严密性”QC成果获全
国电力行业优秀 QC小组活动成果三等奖。

涌现出上海市 “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李
彪、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周继兵、上海工匠
马浩等一支党性觉悟高、 业务能力强的工
匠队伍。

青年党员马浩，是工匠队伍中新生代
的代表性人物。成长道路上，他见过石洞
口凌晨四点的晨光，闻过发黄资料散发的
“书香”，尝过几个月见不着宝贝女儿的心
酸苦楚。思索、钻研、奋斗、坚持，功夫不负
有心人，华能上海分公司热工技能竞赛银
奖、华能股份公司三等奖、华能集团公司

二等奖、全国电力行业优秀技能选手等
荣誉一一被他收入囊中。2015年， 他在
华能系统众多技能工匠中脱颖而出，成
为最年轻的首批首席技师。2017 年，由
其领衔的马浩工作室被评为上海市职
工（技师）创新工作室。2018 年，凭借精
湛技能，他光荣当选“上海工匠”。

周继兵在电厂几乎无人不晓，老师
傅会说：“继兵，勤奋敬业，事情交给她，

放心。”年轻人会说：“周主任，技术专家
啊，有问题找她准能行。”大家口中，她
敬业又精业。因为她深知把坚持变成一
种习惯，惟敬业，方能精业。每一次缺陷

处理，每一处改造进程，她总会第一时间总
结分析，研究问题根源，制定解决方法，这些
她都一一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在她
的书橱里，一摞摞的小本本，无声地诉说着
主人曾奋战的日日夜夜。

这些石电人正是凭着“千锤百炼、精益
求精”的匠心，实现从小兵到行业尖兵的蜕
变，他们以忘我工作的精神，蘸写着生命的
色彩，用无数激情奋战的日夜，书写出动人
的芳华故事。“电厂发展的美好未来和电力
事业的光明前景，还需要更多优秀青年人才
站出来，我们必须传好接力棒！”匠人心声，

意味深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 在这艘
巨轮上，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党中央发出实干
号召，宣示着发展不止步、不停留、不放弃的信念。开
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
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 为了申城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努力建设电力事业更美好的明天，

电厂党委任重道远， 团结带领石电人继往开来再出
发，努力建设国际领先高效绿色煤电机组，擦亮“中
国制造”品牌，发展符合“上海气质”的数字化标杆智
慧电厂， 在这片属于他们改革攻坚的主战场上昂首
阔步。看！那座现代化“老”电厂正迎着东海的季风，

巍然耸立在长江之畔，飘扬着华能“三色”旗帜的浓
墨重彩，脉动着华能石电人的绚丽辉煌。

初心———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后的电厂全景照。

恒心———

2台 65万千瓦等容量替代机组效果图。

匠心———

电厂 1号机组安装现场。

建设中的全国首座储煤欧罗仓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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