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市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8月 25日

本 期 目 录

★【集团公司要闻】

★强化安全培训 提升安全素质——集团公司组织开展素质能力提升培训

★集团公司组织召开审计整改工作专题会议

★【重点工作进行时】

★各工作专班情况汇报

【子公司工作简讯】

★各子公司本周工作动态情况

【集团公司各部门工作简讯】

★集团公司各部门本周工作动态情况

【燃气小知识】

★城镇燃气输配调度与管理系统

工

工作动态
（2022年第 32期，总第 81期）



【集团公司要闻】

强化安全培训 提升安全素质
——集团公司组织开展素质能力提升培训

8月 19日，集团公司组织开

展素质能力提升培训，邀请齐鲁

石化安全环保部副经理丁敏进行

安全专题授课。培训由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曲承革主持，

集团公司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各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部门负责人参加学

习培训。

丁经理以《对标化工、提级管理 城镇燃气企业安全标准化建

设》为题，围绕安全标准化建设思考背景、中石化 HSE管理体系

运行、齐鲁石化安全标准化一级企业创建、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的工作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详实的讲解，深入剖析当前

复杂严峻的燃气安全形势，深刻阐明对标化工、提级管理，全方

位开展燃气安全标准化建设的前瞻性、战略性意义，深切阐释在

当前环境下如何进一步规范安全管理工作，提升安全管控效能。

目前，集团公司第二批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试

点工作已全面开展实施，此次培训在对促进集团公司燃气安全标

准化建设试点工作走深走实的同时，也为各试点单位对标学标、

动员部署、集中建设、持续改进等工作提供了较为科学完备的理

论指南和实践指导。



集团公司组织召开审计整改工作专题会议

根据市国资委《关于反馈

2021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有关情

况的通知》要求，并结合集团

公司审计工作整改情况，8月

18日，集团公司组织召开审计

整改工作专题会议。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总审计师陈大纪出席并

主持会议，各子公司主要负责人、集团公司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审

计整改工作专班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陈总就审计工作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就鑫能集团、

煤气公司等单位的审计问题整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同时，要

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审计问题整改工作，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

自过问、亲自主抓，要制定详尽的问题整改方案，责任压实、整

改落实有力，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确保审计问题整改工

作落实到位，为集团公司及各单位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各工作专班进展情况汇报（8.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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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专班完成王村镇光伏发电耦合水电解制氢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服务合同会签，并与编制单位正式签订

合同。

（2）本周，专班完成淄博能源加氢站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并按时提

报综合办公室。

（3）本周，专班相关人员考察淄川垃圾填埋场周边有关渣土车换

电站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为下一步换电站建设情况提供数据基础。

（4）初步完成淄博能源加氢站项目施工图预算，启动项目土建单

位招标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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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18日，完成管材管件中标方公示

工作。

（2）图纸审查工作方面：完成审图确认书、预算书等材料准备工

作，并交设计院开展审图工作。

（3）现场施工方面：8月 19日，经开区门站现有地平整理完成；

与市自然资源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对接，沟通黑铁山风景

区西侧涉及规划和风景区管段情况，并通过踏勘现场，制定备选

方案；与淄博铁塔分公司技术人员对接，拟选高点视频摄像机所



在铁塔地理位置。

✬审计整改问题专班

（1）本周，根据承办单位提交的初步整改方案对审计问题重新进

行了分类梳理，列明责任主体、责任人和集团监督部门。

（2）8月 18日，召开审计整改工作专题会议，会上对审计问题

进行了逐个梳理，并对下一步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完成时限，

力争 9月初完成国资审计问题整改工作。

【子公司工作简讯】

煤气公司

☆8月 15日-19日，煤气公司对正承世家 4#、7#楼进行了置换通

气，并对有开通需求的用户开展集中开通工作。

绿博燃气

☆8月 15日，绿博燃气联合中铁十局相关人员就沾临高速天然气

管线改造工程预埋过路管等事项进行现场对接。

☆8月 16日，绿博燃气联合山东中油相关人员，对接公司天然气

首站改造工程增设临时管线等问题。

☆8月 16日、17日，绿博燃气与设计单位共同对张店区房镇 2022

年新增“气代煤”用户入户踏勘并确定设计方案。

☆8月 17日，绿博燃气联合山东启新国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及监理等相关单位，审计并核对周村门站及配套管网天然气

工程工程量。



☆8月 18日，绿博燃气组织召开用户座谈会，与会双方就今年冬

季的供气形势和用气价格进行深入探讨和沟通。

☆8月 18日，绿博燃气实施的 24台信力 PL调压器更换改造项目

通过公司内部验收组验收。

☆8月 18日，绿博燃气对工业用户进行抽检，针对锋泰琉璃瓦、

统一五线等用户上次需整改项目进行回头看。

☆8月 19日，绿博燃气组织对在建的周村门站至王村联络线等施

工现场进行了施工用电、沟槽支护、围挡围护等专项安全检查。

诚意燃气

☆8月 16日，临淄区住建局组织第三方机构对诚意燃气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重点检查了百日行动开展情况和各类安全管

理台账，并对部分现场进行了抽检，指出了存在问题和整改建议。

☆8月 18日，诚意燃气对部分施工现场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内容

包括 GIS测绘、安全用电、防护用品佩戴、埋地管道焊接质量及

施工单位同用户现场配合情况。

☆8月 19日，诚意燃气通过组织全员观看湖北十堰“6.13”、辽

宁沈阳“10.21”、安徽合肥“2.14”等相关燃气安全警示宣传片

的方式进行城镇燃气安全事故警示教育。

淄博港华燃气

☆8月 12日，淄博港华燃气参加白塔镇道路提升改造工程现场会

议，对接改造施工方案，做好配合工作。



☆本周，淄博港华燃气组织召开会议，对《北方地区聚乙烯（PE）

燃气管道浅埋技术指引》、阀门井密闭空间改造介绍、《城市燃

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工作指引》等进行了解读及探讨，

并对近期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国能燃气

☆本周，国能燃气组织专人与城西、山头街道相关人员共同复查

百日行动第二督导组前期督导检查时发现的隐患的整改情况，并

及时反馈博山区住建局。

☆依据集团公司《关于扩大城镇燃气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试点范

围工作的通知》，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拟定公司安全标准化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

☆因博山区白塔镇南万山社区消防通道拓宽，需对该社区平房道

路两侧燃气设施进行迁移改造。公司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协调，已

于 8月 15日完成该路段燃气设施迁移改造工作。

☆8月 19日，国能燃气组织党员及员工代表到“双报到”社区焦

庄村开展“公益广告巡访”及小广告清理文明志愿服务活动。

惠民燃气

☆8月 17日，高青县主要领导带队，对惠民燃气高青分公司充装

站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指导。

☆8月 19日，市住建局对惠民燃气淄川分公司双杨配送中心及周

边部分餐饮商户的安全用气情况进行了安全检查。



桓台鑫能

☆8月 16日，桓台鑫能参加县住建局关于燃气热力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推进会。

☆8月 17日，桓台鑫能配合桓台县住建局第三方机构对公司辖区

内 10个村庄、5处工业用户、2处商业用户进行第三季度燃气安

全检查。

☆8月 18日，由于起凤镇鱼龙村桥梁改造，桓台鑫能对改造现场

的燃气管道情况进行现场对接交底。

☆8月 19日，对次高压面窝村与中石油昊达燃气连接处的调压柜

进行安全检查，并做好燃气备用支路的切换及供气。

鑫能物联网

☆本周，鑫能物联网送市计量所燃气表送检合格率达 100%，符合

质量管理体系指标考核要求。



【集团公司各部门工作简讯】

（1）按照市国资委要求，收集整理集团公司及各子公司 2022年

一、二季度的企业基本情况、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等公开数

据，并按时报送市国资委财管科；整合梳理本周（8月 15日—19

日）信访事项，完成信访工作简报，并提报集团公司领导审核。

（综合办公室供稿）

（2）本周，财务管理部参加了用友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供应链业

务流程培训会，会上财务人员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提出问题并

进行现场操作练习，确保下一步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相关业务的顺

利开展。（财务管理部供稿）

（3）组织涉及供应链二期项目的子公司参加财务共享模块操作培

训；组织集团公司各资产职能部门参加固定资产采购流程培训，

各部门报账人员集中学习服务类采购付款的线上发起流程；拟定

《淄博市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外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提报 2022年上半年工作报告的通知》并下发至各子公司，调

度外派人员工作报告的进展情况；按照市国资委要求，完成权属

子公司清理退出摸底情况汇总，并按时上报市国资委。（战略发

展部供稿）



【燃气小知识】

城镇燃气输配调度与管理系统

城镇燃气输配调度与管理系统，是对城镇燃气门站、储配站

与调压站等输配场站或重要节点配置有效的过程监测和运行控制

系统，并通过网络与调度中心进行在线数据交互和运行监控。

数据采集与监控（SCADA）系统，是以测控技术、计算机技

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是实现燃气输配调

度与管理自动化的合理方式，能够有效地支持管网运行监控、输

配调度和信息管理等基本应用需要。

场站信号分类，按照信号的功能和应用可分为：过程信号、

设备信号、辅助信号等。

管理信息系统（MIS）是基于计算机、数据库和管理软件的

信息处理系统，信息处理包括信息收集、储存、计算、整理、传

送和维护等；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包括库存管理、生产管理、

设备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决策支持等方面。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基于空间测量、数字通信和计算机

等综合技术的地理与地图信息系统，其基本功能是获取、处理、

分析和管理地理空间数据和城市设施信息。



每周动态信息汇报情况

（2022.8.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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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惠民燃气 2 2

绿博燃气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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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诚意天然气利用 0 2

诚意燃气 9 3 鑫能物联网 2 1

城市燃气 0 0 融和融资 0 0

桓台鑫能 5 4 特来电新能源 0 0

国能燃气 5 4

http://www.ziboener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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