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市市委常委高冬瑞、市人大副主任胡德宁一行莅临
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调研指导
国粤（韶关）电力 杨晟安

巨大经营压力的情况下，整合资源力量，坚
持顶峰发电，为全省电力保供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公司正在重点推进广东国粤韶关
综合利用发电扩建项目筹建工作，进一步强
化广东省电力能源供应能力和促进煤矸石资
源综合利用，将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
6 月 8 日下午，韶关市市委常委高冬瑞、
市人大副主任胡德宁一行莅临国粤（韶关）
电力有限公司调研指导，国粤（韶关）电力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卓然，总指挥徐蓬勃，燃
料公司总经理周文辉等领导热情接待。

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提
供电力能源支撑发挥积极作用。
高冬瑞常委对国粤（韶关）电力近年来
对韶关市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叮嘱企业要认清当前形势，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共克时艰。并强调，国粤（韶关）电

调研组一行采取座谈会方式开展调研，
详细了解国粤（韶关）电力安全生产经营和
经济效益情况，了解公司在项目推进、发展
经营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回应了有关诉求。
座谈会上，林卓然董事长详细介绍了电
厂生产经营状况、目前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
情况，提出了需要韶关市委、市政府协调解
决的事项。去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
环境和煤价持续上涨等多种考验，公司承受

-1-

力是浈江区重点企业之一，政治站位要高，
要坚持以解决社会供电问题为导向，全力以
赴做好电厂安全稳定生产与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从而助力韶关市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增
长目标。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及韶关市华电坪石发电有限公司
赴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交流学习
国粤（韶关）电力 王秀姣

2022 年 6 月 8 日上午，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及韶关市坪石发电厂有限公司一行
到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调研和学习交流。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健，
彭波及宇超机电总经理李新虎等领导热情接待。
座谈会上，三家电厂就企业管理、设备安全经济运行、缺陷应对处理、机组检修策划、
金属技术监督管理及引风机叶片卡涩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并互相介绍了各自电
厂和地区的基本情况及工作发展思路，分享了管理经验。
通过此次交流活动，三家电厂彼此拓宽了思路，开拓了视野。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
司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借鉴经验，优势互补，
共同促进三方企业生产、经营健康、和谐发展。

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运行部利用
干渣配湿煤 保障运行显神威
国粤（韶关）电力 刘有健

由于潮湿，无法顺利进入锅炉使用。公
司锅炉在设计时就需要掺配一定量煤矸石才
能正常运行，电厂运行面临被迫降负荷的困
境，一时起煤矸石的缺少成为电厂正常运行
的主要问题。
面对如此困境，运行部根据锅炉实际运
行状况及需要，利用平时积累的运行经验，
4 月中旬以来，韶关地区持续大雨，煤
矸石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少量入厂的煤矸石

不断在煤矸石掺烧工作中寻求新举措，提出
了利用干渣掺配湿煤的构想：一是利用干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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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在炉外蒸发掉湿煤部分水分，降低燃料含水对锅炉效率的影响；二是利用掺混的少量
干渣，提高燃料的流动性，减少输煤线堵塞的几率，提高输煤线效率；三是增加部分炉渣入
炉，可在减少煤矸石用量的同时，确保锅炉正常运行，从而保证机组接带负荷。
运行部牵头，召集燃料公司及检修部相关人员对掺配少量干渣的设想进行了分析、论证。
在确认对锅炉整体安全运行无影响的前提下，实施了湿煤中掺配少量干渣的试验。
在掺配过程中，运行部进行不间断地改进优化，使掺配工作不断规范化、科学化；掺配
过程以精细管理和过程控制为切入点，紧盯锅炉安全、输煤系统堵煤等关键点，根据负荷曲
线合理规划日掺烧和调度安排。通过干渣配湿煤，保证了近期锅炉安全运行和负荷接带；同
时取得了避免输煤系统堵煤，提高输煤系统出力，降低厂用电率的成效。
有句老话“办法总比困难多”，但办法是需要经过思考才能有的，是需要经过实践才能
得到验证的。“干渣配湿煤”看似是小事，但却从这一件小事中看到了运行部面对困境不等、
不靠，积极面对，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国粤人主动担当，敢于作为的工作作风。这
是国粤电厂运行部的骄傲，也是国粤电厂的骄傲！也正是有了这种工作作风，国粤电厂才有
了面对目前风云变化的电力市场而处变不惊的信心！

生命不可再来，安全意识常在——广东省农村交通安全巡回
公益宣讲活动（韶关站）在国粤（韶关）电力公司圆满举行
国粤（韶关）电力 杨晟安

“广东省农村交通安全公益巡回宣讲及
培训活动（韶关站）”在国粤（韶关）电力
有限公司会议中心举行。
活动以韶关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陈少青
同志致辞拉开序幕。随后，马相华交通公益
团队讲师为公司参会人员、周边村民以及志
愿者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专题课。他
以案说法，通过图文、视频方式进行现场宣
为进一步提升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有

讲，为与会人员讲解农村的交通安全知识及

效预防和减少农村交通事故的发生，维护农

各类交通违法危害，并以“守法规知礼让，

村地区交通安全形势，6 月 20 日，由广东省

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围绕当地群众以摩

公安厅交管局主办，韶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电出行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实际情况，从一盔

支队、马相华交通安全公益推广中心承办的

一带、远离酒驾，自觉抵制三超一疲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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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讲解交通安全知识，诠释讲文明、守秩序、保安全的道理，并重点强调要时刻保持危机
意识、防范意识，鼓励与会人员在自己遵章守法的同时，要主动积极防范他人的交通违法行
为，劝导身边的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讲课结束后，马相华交通安全公益团队带来了一场以
交通安全为主题的《白雪公主》话剧表演，增强了交通安全宣传的趣味性。
除了主舞台的节目以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参会人员积极参与互动游戏，
在活动中提高自身遵法、守法的意识，增强道路交通安全和文明出行的理念。

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国粤（韶关）电力 王秀姣

培训中，专家结合各类案例视频、图片、
文字及演示等多种方式，围绕“遵守安全生
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的主题，对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夯实安全生产责任，提高
全员安全素养，筑牢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安
全根基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培训。
此次安全培训活动是公司提高全员安全
意识的一个小缩影，国粤（韶关）电力有限
根据《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 2022
年安全宣传月活动方案》安排，国粤（韶关）
电力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9 日下午外邀专
家在行政楼一楼阶梯教室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公司始终坚持守牢安全底线，以高度的安全
责任意识 , 全力推进安全工作，保持平稳发
展态势，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
安全环境。

讲座，国粤（韶关）电力公司、宇超机电、
物业公司及其他外委单位员工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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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煤供耗继续增加 库存水平需要保持
摘自北极星电力网

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编制办

利用率72.94%。采购需求回升，海运煤炭市

公室发布的《CECI 周报》（2022 年 23 期）

场寻船数量增加，海运费迎来回暖。一方面

显示，CECI 沿海指数（周）高卡现货成交

全国多地高温，日耗逐步攀升，逐步进入迎

价高位下跌，高卡综合价和进口指数到岸综

峰度夏高耗量阶段，市场交投活跃度上升，

合标煤单价均略有上涨。采购经理人综合指

贸易商挺价情绪增强，报价上探。另一方

数及其分指数均处于扩张区间。除供给、库

面，各环节库存压力增大，贸易商迫于港务

存分指数环比下降外，其余分指数均环比下

局疏港任务和垛场煤炭高温自燃压力，上涨

降。

力度有限。
本期，CECI 沿海指数 5500、5000 千卡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阶段，全国多地高温，
发电量和煤炭日耗继续增加，整体发电量和

/ 千克综合价分别比上期上涨 7 元 / 吨、下

耗煤量已接近去年同期水平。随着耗煤量增

跌 5 元 / 吨，现货成交价分别比上期下跌 34

加，煤炭入厂量环比也随之增加，且增速高

元 / 吨、51 元 / 吨。从样本情况看，本期离

于耗煤量，库存再次进入上升阶段。电厂整

岸样本采购量环比基本持平，年度长协采购

体库存环比增加 293 万吨，高于同期 2867 万

量有所增加，现货采购相应减少。

吨，继续保持 2 年同期高水平，库存可用天
数 22.4 天。

本期，因样本量不足，曹妃甸指数未发
布。曹妃甸港区煤炭调入量略高于调出量，

煤炭整体供应量保持偏紧态势，特别是

港口库存小幅增加。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

市场煤供应量明显不足造成市场煤价格保持

叠加全国高温天气增多影响，沿海终端日耗

高位。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各地能源部门积

较前期有所提升，下游用户询盘略有增加，

极落实国家能源保供要求，用好我国以煤为

市场情绪有所好转，部分贸易商报价小幅上

主的能源资源禀赋，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

调，但下游电厂多以长协煤采购为主，现货

开尽开，推进长协煤供应，保障煤炭供应和

维持刚需采购，市场实际成交仍较为冷清，

保持价格相对稳定。

煤价整体高位企稳。

北港调入量高于调出量，库存已经提升

本期，CECI 进口指数到岸综合标煤单

至历史高位水平。秦皇岛港库存已达到 580

价 1591 元 / 吨，较上期小幅上涨 12 元 / 吨，

多万吨。6 月 28 日起，秦皇岛港场存能力下

环比增加 0.8％。进口煤价格波动较小、暂

调 75 万吨至 800 万吨，国投曹妃甸港场存能

且相对稳定，处于价格高位。从样本情况看，

力下调 120 万吨至 630 万吨，环渤海八港实

本期样本量大幅增加。国内多地陆续迎来高

际场存能力下调 195 万吨至 3290 万吨。目前， 温天气、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正有序推进，
环渤海八港煤炭库存 2399.7 万吨，场存能力

各地着力拉动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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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步回升。中低卡进口煤煤价倒挂情况已

步将重点做好3方面工作：一是全力做好重

修复能起其补充作用。

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稳定生产供应，强化

本 期，CECI 采 购 经 理 人 指 数 为

产销衔接，发挥储备吞吐和进出口调节作

52.41%，连续 4 期处于扩张区间，环比上

用，做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重要民生商品保

升 0.37 个百分点。分项指数中，所有分指

供稳价，特别是加强生猪产能调控，防止价

数均处于扩张区间，需求、价格和航运分指

格大起大落。二是持续加大大宗商品保供稳

数环比上升，供给和库存分指数环比下降。

价力度，完善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加快释放

供给分指数为 51.36%，环比下降 1.18 个百

优质产能，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引

分点，连续 5 期处于扩张区间，电煤供给量

导煤炭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大国内矿产

继续增加，增幅有所收窄。需求分指数为

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强化进出口调节，增强

54.13%， 环 比 上 升 0.46 个 百 分 点， 连 续 4

供给保障能力。三是持续加强市场监管，密

期处于扩张区间，电煤需求量继续增加，增

切跟踪市场变化，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严厉

幅有所扩大。

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周（6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下同），

坚决遏制资本过度投机炒作。

多数地区持续高温，制冷负荷继续攀升，发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电量持续上涨，已高于历史同期，供热量继

署，服务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大局，更好服务

续维持低水平。纳入统计的燃煤发电企业日

宏观经济运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

均发电量，环比（6 月 17 日至 6 月 23 日，

部署各地开展煤炭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以 6

下同）增长 3.2%，同比减少 2.3%；日均供

月 -9 月为集中检查期，同时注重建立长效

热量环比增长 2.3%，同比增长 1.7%。日均

监管机制，全年推进，常抓不懈。突出电煤

耗 煤 量 环 比 增 长 3.4%， 同 比 增 长 1.3%；

重点，严厉打击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

日均入厂煤量环比增长 13.0%，同比增长

行为。对于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

11.5%。库存分指数为 51.15%，环比下降 0.18

格秩序，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

个百分点，连续 13 期处于扩张区间，电煤

大量囤积煤炭，在成本未明显增加时大幅度

库存量继续增加，增幅有所收窄。价格分指

提高煤炭价格，或者成本虽有增加但煤炭价

数为 50.56%，环比上升 1.88 个百分点，处

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通过搭

于扩张区间，电煤价格由降转增。航运分指

售、大幅度提高运输费用、收取其他不合理

数为 51.54%，环比上升 2.09 个百分点，处

费用变相提高煤炭价格等行为，将依据《价

于扩张区间，电煤航运价格由降转增。

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

6 月 2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

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

的指导意见》等定性处理。

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综合以上分析，建议：一是根据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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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委安排部署电煤中长期合同换签补签工作会议精神,持续做好电煤中长期合同补签换
签、“欠一补三”补充协议和新版诚信履约承诺书签订，并做好补充运力衔接工作。二是除
中长期合同价格执行国家限价要求，在市场煤采购过程中也应按现货交易价格合理区间内进
行采购，如发现超出区间销售的现象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等相关价格和能源管理
部门反映，做好煤炭价格稳定工作。三是继续保持煤炭高入厂量采购状态，确保维持高库
存，后续重点加强高热值煤采购。

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荣获
2022 年度韶关市浈江区“广东扶贫济困日”爱心企业牌匾
国粤（韶关）电力 王秀姣

10万元，并在此次活动中获得“爱心企业”
牌匾。
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公司自投产以来热心参与社会各项捐
赠活动，荣获这一“爱心企业”牌匾是公司
众多捐助的一个缩影。未来，公司将继续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发扬扶危济困、回馈社会
的精神，助力广东扶贫攻坚事业，为迎接党

捐出一份爱心，奉献一片真情！ 2022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

年 6 月 30 日“广东扶贫济困日”全社会助
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暨灾后复产重建献爱心
捐赠活动”于韶关市浈江区政府综合楼举办，
区委书记陈来安，区人大常委主任罗永东等
领导莅临活动，国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陈健作为“爱心企业”之一代表出
席本次活动。
天灾无情人有情，爱心互助暖人心，国
粤（韶关）电力有限公司作为浈江区龙头企
业，为浈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助力乡村振兴暨灾后复产重建中，也
是一如既往的积极响应政府倡议，捐助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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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点亮梦想，激情舞动青春
国粤（韶关）电力 杨晟安

6 月 18 日下午，国粤（韶关）电力足球队和汕头侨中足球队足球友谊赛在国粤（韶关）
电力足球场激情上演。
本次比赛采取 8 人制，虽然是友谊赛，但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双方就进入了白热化的
交锋。球场上，双方队员高昂的斗志、漂亮的防守、迅猛的抢断、精彩的射门赢得了阵阵掌
声。本次比赛双方队员展现出细腻脚法与巧妙的配合，激情碰撞，球场上不时爆发出喝彩声，
气氛热烈。
双方队员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全心全力高质量地完成比赛，展现出了双方队员的积极乐
观，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大家互相切磋了球技，交流了感情、加深了友谊，也为日后
更加深入合作搭建起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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