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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要闻】

加强网络安全培训 牢筑网络安全防线
——市能源集团顺利承办 2022年市国资系统网络安全培训会议

为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工

作能力和水平，加强网络安全

保障，8月 5日，由市国资委、

市委网信办共同主办，市能源

集团承办的 2022年市国资系统

网络安全培训会议在山东齐盛

国际宾馆国际厅召开。

市国资委主任杜海圣参加会议，

他强调，国资系统各单位要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网络安全保障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聚焦重点任

务，盯住关键环节，全面扎实做好自

查评估，切实加强技术防护措施，加

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网络安全防护，强化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

力。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领导和

工作推进机制，完善责任制考核，在维护网络安全上走在前、做

表率，彰显国企担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委网信办刘建副主任对国有企

业网络安全工作提出了要求，他强调，

国有企业应坚持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要

压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提高网络安全

防护意识，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水平，做

好党的二十大网络安全保障工作。

作为承办单位，在培训开始前，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汪德刚

代表市能源集团致辞，他指出，在

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的关键时

期，市国资委围绕国资网络信息系

统对保障城市功能、服务社会民生等职能的作用发挥，组织召开

了此次网络安全培训会议，充分体现了对网络安全工作的高度重

视，也为国资系统所有单位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提升网络安全能力

的培训学习机会。市能源集团作为承办单位，深知网络安全工作

的重要性，深感办好此次培训会议责任重大，未来将继续发挥市

属骨干企业带头作用，进一步建立完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持续

提高自身网络安全应急管理水平，坚决杜绝网络安全事件发生。

市委网信办专家、网络专家结合国有企业实际，以“强化网

络安全意识及网络安全威胁的应对”为题进行了网络安全方面的

培训，并分享了相关网络安全案例。

会议由市国资委副主任杨凯之主持，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

人、网络安全工作负责同志和特邀专家参加会议。



各工作专班进展情况汇报（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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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专班前往湖田办事处辛安店村实地勘查综合能

源港项目选址。

（2）8月 1日，专班前往市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咨询有关加氢站建

设审批事宜；启动加氢站土地租赁合同会签工作。

（3）8月 2日，专班前往中石化淄博石油分公司沟通合资公司注

册等相关事宜。

（4）8月 3日，前往淄博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合资公司名称预核

准有关事项。

（5）8月 4日，周村区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到集团公

司对接新能源有关项目建设事宜，双方就集团公司拟在周村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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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事项进行了商讨。

✬淄博市全域高压燃气管网项目建设工作专班

（1）测绘勘探方面：已完成文物勘探初步方案，待中标企业收到

中标通知书后，履行合同会签程序。

（2）土地手续方面：本周继续与高青花沟镇及相关村对接农户工

作，尽快签署协议。

（3）招标工作方面：材料供应单位已发招标公告，项目全过程跟

踪审计单位、安全评价单位、临时用地相关手续单位、文物考古

勘探单位、水土保持相关手续单位，目前已完成招标工作，待双

方各自单位会签完成后签署合同；管道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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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招标

公告已发布；探伤招标文件已起草完成，阴保招标因设计方案需

要调整，暂时无法招标。

（4）现场施工方面：经开区门站根据现有地平进行地表附属物清

理，现已清理完成场地 1/3左右；与淄博市自然资源局经济开发

区分局沟通经开区门站规划条件事宜。

✬审计整改问题专班

本周，鑫能集团和煤气公司针对审计整改问题可以即整即改的事

项提交初步整改方案。

【子公司工作简讯】

煤气公司

☆8月 1日—5日，煤气公司高新区客服中心针对辖区内行动不便

的老年用户开展了上门取卡、充值服务。

☆8月 4日，市人社局“服务企业”专题调研访谈组一行到煤气

公司进行实地调研。

☆8月 5日，煤气公司与绿博燃气共同对经开区河庄村气代煤天

然气管道开口现场进行了勘察。

☆煤气公司根据省安委会《关于应用“学习强安”平台推动安全

生产“八抓 20条”创新措施在线学习考试的通知》及各级主管部

门要求，组织开展了“学习强安”平台注册学习活动。

绿博燃气

☆7月 29日，绿博燃气委托山东启新国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采用竞争性磋商的方式，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竞标竞价，确定

了保安及劳务派遣服务商。

☆8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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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张店区住房建局验收。

☆8月 2日、5日，绿博燃气完成梓峥、陶正、金彩韵三家工服用

户共 8台老旧调压器更换和直管段改造工作。

☆8月 3日、4日，绿博燃气组织对在建的鲁山大道天然气改造（人

民路南至联通路）、淄博保税物流有限公司冷链加工厂房（3#车

间）等天然气工程现场进行专项安全检查。

☆8月 4日，绿博燃气对傅山敬老院、傅山度假村等人员密集场

所进行安全检查，并与用气单位负责人沟通安全用气事项。

☆8月 4日，绿博燃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相关人员对周

村门站及其配套管网天然气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根据《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实施方案》要求，截至

8 月 5日，绿博燃气共对 174户工业用户、3户餐饮用户、63 户

食堂锅炉用户进行了入户安全检查。

☆8 月 1 日—5 日，绿博燃气共计对裕民、杨寨、四宝山等区域

40家用户进行入户安检，对检查中发现的“燃气报警器安装位置

不规范”等安全隐患，均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用户自行整改。

☆近期，绿博燃气荣获“2021年山东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荣誉

称号。

诚意燃气

☆8月 1日，诚意燃气在公司二楼召开了“庆八一”退役军人座



谈会。

☆8月 1日，诚意燃气组织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对市安委会、

市应急局发布的近年八月份典型事故警示案例进行学习。

☆8月 1日，市督导二组督导检查临淄区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百日

行动工作开展情况，诚意燃气相关负责人全程参与督导检查。

☆8月 2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到诚意燃气进行压力管道检测进度

督导工作。

☆8月 3日，诚意燃气与市住建局、临淄区消防队在茂业时代广

场西侧联合开展“2022 年临淄区城市综合体人员密集场所天然

气管道泄漏应急抢险演练”。

☆8月 4日，省燃气安全百日行动第 14督导组对诚意燃气百日行

动的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8月 4日，诚意燃气组织技术部、预审部、监理单位、用气方、

施工单位对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公司燃气工程进行现场交底。

淄博港华燃气

☆8月 1日，淄博港华燃气组织召开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座

谈会。

☆8月 2日，上海奥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益美沃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到访淄博港华燃气，就管网压力监测、流量计

数据采集、SCADA 系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

☆8月 2日，淄博港华燃气参加博山区开发区组织的关于博山开

发区创业大道、九州路雨污水施工、道路提升协调会议，与设计

方、施工方进行了实地勘察。



☆近期，淄博港华燃气对昆仑片区、东高片区、矾场片区展开供

销差排查工作。

诚意天然气利用

☆8月 3日，四川空分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到淄博 LNG

储备调峰中心为员工讲解罐顶阀门维护的相关知识。

国能燃气

☆8月 1日—5日，国能燃气组织开展月度联合检查，重点对施工

单位人员核酸检测情况，老旧小区改造，在建工地现场，调压设

施运营情况进行检查。

☆8月 3日，国能燃气参加博山区白塔镇组织召开的道路提升改

造—地下管廊建设评审会议。

☆国能燃气借助博山区“雨污分流”市政工程施工契机，对白虎

山路中压老旧管线进行改建，截至目前已完成 350米的阶段施工

任务。

☆8月 1日—5日，国能燃气组织餐饮等单位用户签订安全用气承

诺书。

惠民燃气

☆7月 31日，周村区南郊镇政府组织辖区内 63 家餐饮用户进行

液化石油气安全使用常识培训，惠民燃气应邀代表行业专家对餐

饮用户进行培训。

☆8月 1日，惠民公司在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退役军人座谈会。

☆8月 4日，惠民燃气参加周村区召开的全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

治暨燃气安全工作会议。



桓台鑫能

☆8月 4日，按照桓台县住建局有关要求，桓台鑫能参加桓台县

“全县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启动仪式。

☆8月 5日，桓台鑫能后诸门站项目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

并取得桓台县住建局的验收合格意见书。

☆8月 1日—5日，桓台鑫能对北国江南、大方电器、前诸信用社、

鱼一馒头房展开燃气安检工作，同时对燃气用户做好安全用气宣

传。

城市燃气

☆为不断提升城燃博山公司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水平，保

障治安反恐形势持续稳定，城市燃气博山公司配合南博山派出所

开展反恐应急处突实战演练。

鑫能物联网

☆8月 5日，鑫能物联网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淄博市国资系统网络

安全培训会议。

【集团公司各部门工作简讯】

（1）本周，对接解决各类信访事项，向市国资委调度报送了鑫能

集团工会借款事项的情况汇报；完成 2021年集团公司重大财务等

相关信息的线上公示；协助科技创新中心做好国资系统网络安全

培训会议的相关会务工作。（综合办公室供稿）

（2）本周，财务管理部组织财务人员到煤气公司进行财务共享天

然气销售业务调研，确保财务共享相关业务的顺利上线。（财务

管理部供稿）



【燃气小知识】

管道材料与阀门

本篇所述及的管道与管道材料均指输送《工业金属管道设计

规范》GB50136中所定义的“A1类、A2类、B 类”流体管道，《压

力管道安全管理与监察规定》所定义的 GA1(1)、GA1(2)、GA2(1)、
GA2(2)、GB1、GC 类管道及管道系统，不包括管道组成件中的管

件、法兰、紧固件、阀门及管道特殊组件等。

管道材料种类有：铸铁（球墨铸铁）、聚乙烯（PE）树脂、

普通碳素钢、优质碳素钢、洛钼合金钢、不锈钢等。常用管道种

类有：聚乙烯塑料管（PE 管）、钢管（焊接钢管、无缝钢管）等。

在城镇燃气的制气、净化、储存、输配和应用过程中，凡是

需要切断、调节、变向、止回、分流、泄压、稳定以及旁通之处，

必须安装具有相应功能的阀门或阀门组。燃气是甲类火灾危险性

特征的易燃易爆物质，要求选用的阀门在管线上不允许出现“跑、

冒、滴、漏”现象，保证在运行周转中安全可靠并满足工艺操作

标准（规程）。

各种规格的金属阀门及设备，端部连接方式主要有三种：法

兰连接结构、螺纹连接和焊接连接。其中，管道法兰按与管道连

接的方式可分为五种基本类型：螺纹、平焊、对焊、承插焊和松

套法兰

阀门按通用的分类方法分为：闸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止回阀、旋塞阀和安全阀等。

。

管道其他相关附件还有：补偿器、排水管、放散管等。

补偿器是作为调节管段胀缩量的设备，常用于架空管道和需

要进行正吹扫的管道上。在埋地燃气管道上，多用钢制波形补偿

器；在国外还使用一种橡胶—卡普隆补偿器，此种补偿器的优点

是纵横方向均可变形，多用于通过山区、坑道和多地震地区的中、

低压燃气管道上。



每周动态信息汇报情况

（202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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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惠民燃气 3 3

绿博燃气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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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诚意天然气利用 2 1

诚意燃气 13 7 鑫能物联网 2 1

城市燃气 1 1 融和融资 0 0

桓台鑫能 5 3 特来电新能源 0 0

国能燃气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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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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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整改问题专班
	绿博燃气
	诚意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