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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要闻】

筑牢安全屏障 护航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集团公司组织召开维稳保安全“百日行动”动员大会

7月 15日，集团公司在

二楼会议中心组织召开维

稳保安全“百日行动”动员

大会，传达学习全国、省、

市燃气安全排查整治防范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部署能

源集团近期安全生产和信访安全工作。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汪德刚出席并讲话，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孙云淼主持会议，集

团公司领导班子出席会议。

会上，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孔祥民传达了全国、省、市燃气安

全排查整治防范工作会议及市安委会有关严密防范地下有限空间

作业中毒窒息事故的若干措施文件精神，宣读了《淄博市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燃气安全“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并对集团公

司燃气安全“百日行动”活动进行了部署安排。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李栋对过去一段时期公司信访工作进行

了总结点评，对下一步如何做好信访安全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他要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信访接访处理，切实关心员工的难点、



痛点和关心的热点问题，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坚持合法合规、

合情合理，妥善处理信访案件，化解风险和隐患。

在听取完有关发言后，汪德

刚书记结合目前形势和集团公司

实际，就抓好安全生产、维护和

谐发展稳定工作环境等提出了具

体要求。汪书记强调，各单位要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维稳安保工作，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格按

照有关工作要求，迅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群众接访等相关工作，

将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一是提高站位，以

最高标准抓管理。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和维稳

安保工作的指示要求，突出求真务实，严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并坚持从严从细，使从严管理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二是迅速行动，用最严措施保成效。在集团公司安全生产、

维稳安保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各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相应

工作，在明确工作范围的同时，通过宣传发动、舆情管理等措施，

确保打赢两项工作攻坚战。三是强化责任，以最硬作风促落实。

要克服侥幸心理，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维护和谐稳定工作常态

化、标准化；要加强考核，以最严格标准抓执行；要强化纪律建

设，通过实际行动展示淄博能源人的最优形象、展现能源集团的

担当奉献精神。



孙云淼总经理强调做好有关贯彻

落实本次会议精神相关工作时指出，

各单位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当前面

临的严峻形势和两项工作本身的重要

意义，要主动作为、压实责任、密切

配合。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第一

责任人责任以及“一岗双责”责任。要认真梳理排查问题，突出

重点，明确建立清单台账，依法合规，精准施策，要以“有解思

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坚决打好打赢这两大攻坚战，以实际行

动护航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各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信访工作领导、安全管理

部门负责人、信访工作联络员参加会议。



各工作专班进展情况汇报（7.11-7.15）

✬淄博市综合能源港低碳示范项目暨争取利用德国促进贷款工作

专班

（1）7月 8日-13日，准备淄博能源加氢站项目简介、项目承诺

书等有关立项申报资料，近期提交区市民中心初审核。

（2）7 月 11日，经与周村区政府、淄博安泽公司商议后确定周

村区王村镇光伏发电-水电解制氢项目合作方案。目前专班已起草

完成合作框架协议，待双方审核确认。

✬淄博市全域高压燃气管网项目建设工作专班

（1）招标工作方面：7月 12日，发布管材管件招标公告。

（2）土地手续方面：7月13日，完成淄博生态产业新城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预告登记资料组卷；继续推进

高青花沟镇花沟门站征地补偿协议签署事项。

（3）现场施工方面：7 月 11日，完成经开区门站地上附属物清

点，青苗补偿协议正在签署中；7月 15日，完成经开区门站工程

围墙及场地平整工作，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签订合同，进场施

工。

（4）其他工作：调研经开区门站规划条件问题，与设计院充分沟

通，形成规划条件解决建议；就鲁维制药支线和湖田分输站支线

设计参数问题，与集团运营管理部和淄博实华进行沟通对接。

✬审计整改问题专班

本周与鑫能集团、煤气公司沟通外部审计问题清单，对于未整改

到位的问题进行补充登记。



【子公司工作简讯】

煤气公司

☆7 月 11-12 日，煤气公司对网络安全管理和网络安全防护技术

措施进行了全面自查。

☆7月 14日，煤气公司对周村区胜利社区医养厨房天气管道工程

进行了竣工验收。

☆7 月 15日，煤气公司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集团公司维稳保

安全“百日行动”动员大会会议精神,对维稳与安全管理工作进行

部署。

☆7月 15日，高新区安委会联合建设局对煤气公司进行了专项安

全检查。

☆本周，煤气公司为做好单位用户高价气的顺价工作，与下游单

位签订了 2022年市场化用气合同。

☆本周，煤气公司公用压力管道定期检验工作已完成，本次共检

验压力管道总长度约 112公里。

绿博燃气

☆7月 11日，绿博燃气组织施工单位开展施工现场安全自检，强

化联动的响应和处置能力，全力做好防范局地雷电、大风、冰雹

等安全工作。

☆7月 11日，绿博燃气联合山东中油天然气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共同对“公司天然气首站管线改造工程”进行方案评审。

☆7月 11日，绿博燃气制订并发布了公司《燃气工程管道安装施

工单位确定管理办法》。

☆7月 12日，港华集团高级副总裁孙云峰一行四人莅临绿博燃气，

绿博燃气主要领导同客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7月 11日、13日，绿博燃气组织对在建的英科医疗、黄家村管

线支架防腐等天然气工程现场进行专项安全检查。

☆7月 13日，绿博燃气施工建设的“张辛路鲁山大道现状次高压

及中压管线改造工程”通过市住建局验收。

☆7月 13日、14日，绿博燃气对双颖、沣水、中材庞贝捷等场站

工艺区内 20余只压力表进行校验更换，并张贴校验及压力上下限

标识。

☆本周，绿博燃气完成得益乳业、双杨瓦厂共四台老旧调压器更

换工作，保障用户安全用气。

诚意燃气

☆7月 13日，诚意燃气参加淄博市住建局组织召开全市燃气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暨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部署会。

☆7月 14日、15日，诚意燃气对奥丰经贸 6吨导热油炉燃气管道

工程、临淄光能花园(临淄合顺店旧村改造）燃气工程项目、淄博

东科易程能源有限公司、凤凰镇西郝家村长者食堂以及金山镇杨

上村民委员会（长者食堂）进行现场技术交底。

☆为加快推进管仲路-南四路中压建设，诚意燃气重新确定中压管

线位置和深度，采取了相应的避让污水管线防护措施，确保管线

后期的安全运行。

诚意天然气利用

☆7月 14日、15日，诚意天然气利用分别组织安全生产标准化培

训与厂区操作流程培训。

☆7月 16日，诚意天然气利用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就集团公司维

稳保安全“百日行动”动员大会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学习。



淄博港华燃气

☆7月 12日，港华智慧能源高级副总裁孙云峰先生一行到访淄博

港华，听取了淄博港华经营、管理等有关情况汇报。

☆本周，淄博港华组织计量人员对重点客户流量计运行情况进行

了安全检查，发现 5处流量计故障、7处隐患并及时处理完毕。

☆7 月 13-7 月 15 日，淄博港华积极调配上游公司用气计划，保

障下周因中石油泰青威干线维修作业停气检修期间用户的用气需求。

惠民燃气

☆7月 11-7月 13日，惠民燃气组织开展了瓶装液化石油气有关安

全培训活动。

国能燃气

☆7月 12日，国能燃气参加了淄博市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会议。

☆7月 15日，国能燃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传达集团公司维稳保

安全“百日行动”动员大会会议精神，并对公司“百日行动”及

维稳两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本周，国能燃气对辖区餐饮场所用气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共计

现场检查 30余家。

城市燃气

☆7月 13日，城市燃气开展“夏日送清凉·关怀沁人心”慰问活

动，为奋战在一线的高温作业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物资。

☆7月 14日，受泰青威管道与济莱高铁王家隧道交叉段改线工程

施工期间停止向博山站及下游供气影响，城市燃气及时召开保供

协调会，并启动应急预案，正式启动博山调压计量站进行气化调

峰设施。



【集团公司各部门工作简讯】

（1）7月 15日，综合办公室组织召开维稳保安全“百日行动”

动员大会，圆满完成会议材料准备、会务准备等相关工作；组织

集团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综合办公室

供稿）

（2）本周，财务管理部与用友对接各子公司收入成本核算流程，

解决自动生成凭证难点，为实现财务共享做好准备。（财务管理

部供稿）

（3）本周，战略发展部对接推进燃气、新能源合资合作项目；继

续推进淄博市双百强企业的申报工作，及时对接张店区工信局了

解相关进展并补充相关资料；与运营管理部拟定市能源集团储气

调峰项目申报政府专项债工作方案；调度统计权属企业 2021年度

考核数据；安排部署权属企业上半年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资产转

让情况上报工作。（战略发展部供稿）

【燃气小知识】

调压、计量与调压设施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的压力工况是利用调压器来控制的，其作

用是根据需用情况将管道上游的压力降至下游各种不同燃气用户

所需的操作压力。通常各种不同调压范围的调压器可设置在如下

场所：



1.天然气门站或其他气源储配站的调压装置；

2.管网系统中不同压力级别管道之间连接的调压站、调压箱

（或柜）和调压装置；

3.单独民用、商业和工业用户的调压箱（或柜）。

调压器是由敏感元件、控制元件、执行机构和阀门组成的压

力调节装置。调压器基本上可按照操作原理分为两大类，即直接

作用（自力）式和间接作用（指挥器操纵）式。

调压器产品都在标牌上按《标牌》GB/T13306 的规定明显标

志出型号类别，其内容包括：产品型号和名称、许可证编号、公

称通径、进口连接法兰公称压力、工作介质、进口压力范围、出

口压力范围、工作温度范围、设定压力、稳定精度等级等。

燃气输配系统调压设施的建设需根据不同气源及其输配范围

和功能而采用不同的工艺流程。调压设施的技术内容不仅只有调

压器，还涵盖了围绕燃气压力变化及其效应二必需配置的预处理

设备，以保证调压器正常运行。同时，根据输配系统运行管理上

的需要配置必要的参数测量与控制仪表。

高压燃气流经调压器产生的噪声有两种形式，即气体动力噪

声和零部件机械噪声。调压器的消声方式主要有主动式消声和被

动式消声两种，主动式消声为在调压器构造内部消减噪声源或者

在调压器下游管道处嵌入消声器；被动式消声为对整个调压器周

围设施和调压器下游管道进行隔声。

燃气的计量是城镇燃气输配系统正确调度的基础，又是供需双方

经济核算的依据。目前常用于调压设施和用户的计量装置类型主

要有：压差式孔板流量计、涡轮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漩涡流

量计、腰轮（罗茨）流量计和隔膜式流量计等。



每周动态信息汇报情况

（2022.7.11-7.15）

企业名称 投稿篇数 录用篇数 企业名称 投稿篇数 录用篇数

鑫能集团 0 0 诚挚燃气 0 0

煤气公司 9 6 惠民燃气 1 1

绿博燃气 14 10 鑫能天然气管网 0 0

华润燃气 0 0 金捷天然气管道 0 0

港华燃气 4 3 诚意天然气利用 3 2

诚意燃气 14 4 鑫能物联网 0 0

城市燃气 2 2 融和融资 0 0

桓台鑫能 0 0 特来电新能源 0 0

国能燃气 5 3

http://www.ziboenergy.net/

市能源集团

网址

呈报：市委组织部 市国资委

抄送：市能源集团公司各部门 集团各子公司

市能源集团办公室 2022年7月19日印发

市能源集团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本 期 目 录
	【重点工作进行时】
	绿博燃气
	☆7月11日、13日，绿博燃气组织对在建的英科医疗、黄家村管线支架防腐等天然气工程现场进行专项安全检
	诚意燃气
	诚意天然气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