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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要闻】

拓展交流合作 推动绿色转型

7月 26至 29日，集团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孙云淼带队

分别前往徐州徐工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及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三家主机厂进行了现场考察交流，并就加快清洁能源利用与合作

开发等方面开展座谈交流。

座谈中，孙云淼总经理详细介绍

了淄博市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的相关政策，并对三家主机厂的

发展战略、产品创新、规范管理等方

面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此次签约是双方合作的起点，更是

淄博市绿色发展的重要机遇，未来将共同携手发挥各自优势，全

力合作，为实现绿色发展推波助澜。

考察期间，三家主机厂分别与集团公司权属企业淄博融和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本着“合作

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未来将加大在淄博市绿电交通领域的

合作力度，为国家“双碳目标”以及绿色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省能源工会主席李斌一行至集团公司
开展走访调研活动

7月 27日，山东省能源工会主席李斌一行到集团公司实地调

研“夏送清凉”工作开展情况,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

会主席马静同志陪同走访调研。

李斌一行首先来到惠民燃气，

为中心充装站职工送来防暑降温

饮料、绿豆、毛巾等，向坚守岗位

的一线工作者表达诚挚的敬意和

慰问。并叮嘱大家要注意防暑降

温、劳逸结合；在诚意燃气，李斌

一行对凤凰天然气门站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消防安全等情况进

行了实地查看，详细询问了每天的供气量，嘱咐增强自我防护意

识，严守操作规程，确保汛期雷雨高温季节的安全生产和稳定供

气，严把燃气“第一关”；在华润燃气，李斌一行至调度中心和

客服中心，与工作人员进行了亲切交谈，向全国劳模陈虎详细了

解服务热线办理和用户满意度情况，要求大家全力做好燃气维抢

修和巡检工作，不断提高服务品质，让广大用户用气更安心更舒

心。

座谈会上，马静主席汇报了集团

公司工会组建以来各项工作开展情

况。在听取相关汇报后，李斌主席对

集团公司工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指出，国企工会组织要坚持职工需



求导向，带着感情，带着责任，通过开展“夏送清凉”等活动，

让广大职工感受到党委和工会组织的关心关爱。他希望淄博市能

源集团工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企业发展，整合资源，

搭建平台，深入持续开展劳动保护培训和安全生产竞赛活动，推

进“全员创新”，助力企业全面提质增效，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集团公司组织开展素质能力提升培训

7月 22日，集团公司特邀山东理工大学王心娟教授以领导力

提升为题进行了 2022年度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第二课的授课，培训

由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马静主持，集团公司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外派管理人员参加学习。

授课中，王教授围绕什么是领

导力、如何提升领导力以及管理者

应具备的素质等方面，通过引用大

量古今中外学者的经验与分享，并

结合诸多当下焦点、热点事件的共

鸣与反思，为大家进行了一场精彩

生动的授课。参训学员表示，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明确和掌握

了作为管理人员应具备的核心素质，对自己下一步如何更好履行

管理职责，如何有效调动员工积极性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各工作专班进展情况汇报（7.2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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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与德促相关方沟通推进综合能源低碳示范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事宜。

（2）7月 26日，专班前往沂源县与沂源农发集团等单位交流沟

通推进水光伏发电—水电解制氢项目事宜。

（3）7月 26日，集团公司与周村区政府和淄博安泽特气签署拟

在周村区王村镇实施光伏发电—水电解制氢、综合能源港建设等

新能源项目会议纪要。

（4）7月 27日，淄博能源加氢站升级改造项目通过山东政务服

务网“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在线评审，取得《山

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完成项目备案手续。

（5）7月 27日，专班前往中石化淄博石油分公司对接有关合资

公司成立事宜，沟通交流推进合资公司注册准备等相关工作。

（6）7月 28日，对接金岭铁矿有关光伏项目合作事项，并初步

商讨光伏设计方案。

✬淄博市全域高压燃气管网项目建设工作专班

（1）土地手续方面：7月 26日，河庄村占地补偿款已支付，门

站南边地面附属物已清理。

（2）招标工作方面：7月 21日—24日，专班前往管材管件厂家

进行考察交流。



（3）7月 22日：已完成临时用地、水土保持、文物勘探招标工

作，合同待双方会签完成后签署。

（4）7月 29日：管道施工、监理单位招标文件已报招标办及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审核，审核完成后发布。

（5）现场施工方面：专班前往经开区门站现场踏勘，熟悉设计线

路并就沿线施工要点、难点进行沟通交流。

✬审计整改问题专班

7月 26日，召开审计整改问题专班沟通会议，就前期梳理的外部

审计问题清单逐项分析并制定了下一步整改工作计划。

【子公司工作简讯】

煤气公司

☆7月 25日-29日，高新区客服中心结合“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

动”对经营辖区内餐饮场所展开全面排查。

☆7月 28日，煤气公司党总支召开了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座

谈会。

☆7月 28日，煤气公司参加了淄博市档案馆组织开展的全市企业

档案工作协作组参观交流活动。

绿博燃气

☆7月 24日，绿博燃气相关人员参加淄川区经营性自建房和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7月 25日，绿博燃气组织召开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部署会。

☆7月 25日，绿博燃气组织召开月度施工安全视频会议。

☆7月 26日，绿博燃气施工建设的“山东英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天然气工程（二期）”与“山东恒来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天然气

工程”通过验收。

☆7月 26、27日，绿博燃气对联通路至人民路南新建管线进行放

散、置换作业，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老管线进行了妥善处置。

☆7月 26日至 29 日，绿博燃气组织对在建的鲁山大道天然气改

造工程等多个施工现场进行了夏季施工用电、沟槽支护、围挡围

护等专项安全检查。

☆7月 27日，绿博燃气建设的鲁山大道天然气改造工程（人民路

南至联通路）完成新旧次高压管线切换并顺利通气。

☆7月 28日，绿博燃气对山铝新增用气项目与祥聚纺织厂天然气

管线工程线位进行了现场勘探。

☆7月 28日，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邢化良，兼职副主

席陈虎一行，至绿博燃气开展“送清凉”活动。

☆7月 28日，绿博燃气党总支组织召开退役军人“八一”座谈会。

诚意燃气

☆7月 21日至 22 日，诚意燃气对辛店、雪宫、闻韶 3个街道的

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7月 21日，诚意燃气对兴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燃气管道沿

管廊架空的方案进行实地勘察现场，现场确定管道接口位置和调

压箱位置。

☆7月 26日，诚意燃气公司对锦绣淄江在建工程进行现场督查。

☆7月 26日，在诚意燃气二楼会议室召开以“百日行动”为主题

的第三方破坏事故分析会。

☆经前期洽谈，诚意燃气开发部于本周同淄博津庆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易鑫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临淄区闻韶佳顺面馆等 4家商

业用户签定工程建设供气合同。

☆7月 27日，诚意燃气对华沙新材料 2#车间燃气管道工程进行了

外观联合验收。

☆7月 27、28日，诚意燃气对金谷锂业焙烧窑、红星美凯龙锅炉

进行现场勘察。

☆7月 28日、29日，诚意燃气对众乐石化食堂燃气管道工程与欧

木特种纸业 2#车间燃气工程进行现场技术交底。

淄博港华燃气

☆7月 25日，淄博港华燃气配合市特检院对公司淄川、博山区域

范围内的天然气管网进行检验，截至目前已检验 110公里。

☆7月 25日，烟台东方电子集团到访淄博港华燃气，双方就燃气

管网数据采集、调度管理系统等信息化建设进行了技术交流。

☆7月 26日，淄博港华燃气对三处阀门井密闭空间改造项目进行

现场安全技术交底。

☆7月 26日，淄博港华燃气针对淄博市孝妇河生态修复白塔外环

桥工程，与桥梁建设方、施工方进行了现场对接。

☆7月 29日，淄博港华燃气对山东淄博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了现场勘查。

国能燃气

☆7 月 26日，国能公司组织召开 2022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总

结会。

☆7月 27日，国能燃气组织在白塔盛泰源大酒店开展餐饮客户户



内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国能燃气于 7月 28日下午组织召开退役军人座谈会及“迎八一

˙老兵杯”乒乓球比赛。

☆7月 29日，国能燃气组织开展三场单位用户安全用气培训，对

96家单位用户进行现场培训。

惠民燃气

☆7月 26日，惠民燃气参加由经开局教育局组织的“经开区 2022

年教育系统校园燃气及特种设备业务培训班”。

☆7月 28日，惠民燃气参加淄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开展的

淄川区 2022 年度液化石油气餐饮行业安全事故应急抢险演练活

动。

桓台鑫能

☆7月 25日，桓台鑫能组织模拟商业用户室内燃气泄漏应急救援

演练。

☆7月 25日，桓台县市场监督局第三方检查部门对桓台鑫能特种

设备进行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公司将根据检查部门提出的问题立

即进行整改。

☆7月 26日，山东省“四进”工作组对桓台鑫能安全生产“八抓

二十项”创新举措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7月 27日，桓台鑫能召开 2022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会。

鑫能物联网

☆7月 28日，鑫能物联网组织召开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座谈会。



【集团公司各部门工作简讯】

（1）按照市政府要求，综合办公室对“12345市长在线”涉及集

团公司相关业务热点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对接市大数据局，申请

开通使用集团公司及各子公司文管员“山东通”工作账号；针对

集团公司与中石化天分公司合资合作事项，配合战略发展部向各

市直部门发函征求《会议纪要》意见。（综合办公室供稿）

（2）按照市国资委要求，与运营管理部共同起草关于燃气管网整

合有关材料；持续跟进对接与奥宜卡（中国）就新能源业务方面

的合作事宜；对鑫能集团提报的第二储备站（王舍）资产转让材

料进行审核；调度对接相关子公司和集团相关部门，准备开通投

资项目核准友空间线上审批流程；配合组织人事部开展重点项目

工作专班月度考核相关工作，助力集团公司重点项目攻坚走深走

实；协助集团管网公司对设备采购供应商进行考察。（战略发展

部供稿）

（3）本周，运营管理部就 2022年供气服务满意度测评的前期工

作向市住建局进行了汇报沟通，内容主要包括测评工作方案、流

程、内容、周期等；同时按照市住建局要求，运营管理部将提前

准备测评基础信息的采集工作。（运营管理部供稿）

（4）本周，财务管理部组织财务人员到港华燃气调研工程建设、

物资采购、天然气销售等业务流程及其配套的财务信息化情况等。

（财务管理部供稿）



每周动态信息汇报情况

（2022.7.2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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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惠民燃气 3 2

绿博燃气 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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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诚意天然气利用 0 0

诚意燃气 10 8 鑫能物联网 1 1

城市燃气 0 0 融和融资 1 1

桓台鑫能 6 4 特来电新能源 0 0

国能燃气 5 4

http://www.ziboener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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