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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海南成就巡礼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位于昌江海尾的海南
核电展览馆内，有一张醒
目的电子显示屏，每天都
会刷新着一个数字，2018
年 11月 4日，这个数字是
1706。这是海南核电安全
运营的天数。1706 个日
日夜夜，它默默记录着海
南核电对海南发展的贡
献，承担着全省三分之一
的电力供应，海南核能发
电占比因此跃居全国第
一；它默默见证了成百上
千的年轻人坚守在这里，
挥洒汗水和青春，为了万
家灯火，放弃了多少与家
人团聚的日子；它也永恒
地记载着国家和海南省的
决策者们是如何的审时度
势，敢于担当，果断地上马
海南核电项目，彻底破解
海南发展能源之窘。

从 2008 年启动海南
核电项目建设到11月4日
已累计发电 206 亿千瓦
时，海南核电的故事很多，
却鲜为人知，甚至默默承
受着世人的误解。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
走近海南核电，聆听亲历
者和建设者们讲述核电建
设的故事以及核电机组成
功并网发电后带给人们的
喜悦和建设者们不为人所
知的付出和奉献。

2008年，吴美景奉命从浙江秦
山核电站调到海南昌江参与筹备建
设海南核电。吴美景从国防科技大
学一毕业就赴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
山核电站工作，来海南前已在核电站
工作了23年。“昌江核电项目是根据
海南发展的实际情况所需上马，海南
历年缺电，电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2005 年达维台风重创海南电力设
施，全岛曾一片漆黑。”海南核电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吴美景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当时围绕着海南要不要上核

电？核电到底安全不安全？海南
面临的争议很大。”吴美景说。尽
管海南争议很大，但当时从全国范
围来看，国家的核电站建设从2006
年起正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争相上核
电项目，核电站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作用以及安全性都已有答案说
明。“我当时在秦山核电站还接待

过了前来秦山考察的昌江县政府
考察团，考察团还有当地的村民。
当他们了解到核电对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以及安全保障后都释然
了。”吴美景说。

2005年海南经济走出低谷，电
力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再加之50年
一遇的特大台风达维重创海南电力
供应系统，之后海南长期处于电源性
缺电的恐慌当中。2007年则出现了
1992年以来时间最长、幅度最大的

电力短缺局面——统调最大电力缺
口 39万千瓦时，缺电持续 230 天。
2007年4月，国家发改委做出决定：
海南马上上马核电！

中核集团开始筹备海南核电项
目建设。2008年12月8日，海南核
电有限公司揭牌，项目规划建设 4
台机组，一期工程建设两台65万千
互核电机组，计划总投资200亿以
上，成为当时海南省最大的能源投
资项目。

破解全岛缺电瓶颈，果断上马核电

为什么海南核电要落址昌江海
尾镇塘兴村？吴美景说，核电站选
址，国家有严格的标准，以确保核安
全。“核电站选址可是一件‘上天入
地’查探的大事，从人文到地理，从天
上到地下，凡能想到的影响因素都会
全部充分考虑。”

他说，首先是避开地震带，排除
风暴潮、海啸发生的可能，确保核电
站选址地永不会受水淹；周围没有任
何军事设施，爆破设施；地下没有文
物。地质情况查询得成千上万年的
地质历史。”他说，“根据国家相关法
规，还得避开人口稠密的地区，周围5

公里范围内不要有超过10万人口的
城市。交通得便捷但又不是交通枢
纽。”

2010年4月25日和11月21日，
昌江核电1、2号机组分别正式开工
建设。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
岛东海岸发生里氏9级地震。位于
东海岸的日本福岛核电站在地震刚
发生时，反应堆自动停堆，厂外供电
丧失，各机组的应急柴油机随即启
动，只要反应堆的衰变热导出系统正
常，一切都会正常。但地震46分钟
后引发15米高的惊天海啸，使福岛
核电站应急发电设备被水淹没，导致

反应堆堆芯余热未能顺利导出，引发
了福岛核事故。

福岛事故震惊世界，也让国人再
一次对核电安全产生质疑。“国家从
福岛事故起的两年内，没有批过新的
核电项目，并且对已开工的核电项目
全部重新进行安全审核。那时候，国
家地震局、国家能源局对海南昌江核
电的选址重新进行了评估、检查，仍
然得出结论：安全！”吴美景说，“福岛
事件没有对海南核电的建设造成直
接影响，但海南核电为了提高安全
性，又新增加了2亿元的安全投资。

“昌江核电的选址充分考虑远离

地震海啸的影响因素，但我们就是考
虑，退一万步说，即便此地出现了日
本福岛面临的9级地震和强海啸那
样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也能保障
安全。”

为此，海南核电新增2亿元的安
全投资，包括购买了2台价格不菲的
大型移动式柴油发电机和增加防水
淹的设施，“这个移动式柴油发电机
基本上在核电的整个寿期内都用不
上，但为了确保核安全，我们会定期
拉出去进行安全演练，确保随时可以
投入使用，每年仅维护它的费用就上
百万。”吴美景说。

提高安全性，再增2亿元投资

2009年以后，随着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全面深入推进，海南供电形
势日益严峻。特别是2013年到2015
年上半年，供电紧张牵动着众人心。
2015年下半年，海南核电进入了并
网调试阶段。

海南电网小，在核电60万机组
并网发电之前，电网承受的最高机
组是30万，核电并网发电如何保障
整个海南电网的安全，海南核电与
海南电网有限公司又做了大量的投
产前的试验准备工作。终于，2015
年 11月 7日，海南核电1号机组并
网发电。

第二天，2015年11月8日，海南
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发了海南省
委省政府向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发的
贺信。信中说，全省瞩目的昌江核电
1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正式开启了
海南绿色核电的时代。昌江核电工
程是海南迄今投资最大、技术先进、
工艺环保的一号能源工程，一期工程
双机组投入运行将彻底缓解海南经
济增长面临的电力供应紧缺，并极大
改善海南能源结构、优化电源布局，
为建设海南清洁能源岛奠定重要基
础，不愧为造福900多万海南人民的
民心工程，也是海南绿色发展、低碳

发展的重要支撑。
“核电成功并网发电，省委省

政府发来贺电，说明海南省委省政
府是多么期盼核电能为海南经济
发展提供更大更强电力保障。”吴
美景说。

2016年8月12日，海南核电2号
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双核”驱
动，一举解决困扰海南多年的电源性
缺电问题。“拉闸限电成为历史。”海
南形成了核电、煤电、水电、气电、风
电、光伏等多能源齐头并进、多元互
补的电源新格局。

3 年了，海南核电一直保持安

全稳定运行，1 号机组连续 2 年获
得南方电网“金牌机组”桂冠。海
南核电从项层设计、制度规范、软
硬件配置、核安全文化建设等多层
面强化核安全管理。吴美景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培养核电厂反应堆
的操作员，如同培养一个飞行员，
要拿到执照，需要经过五六年时间
培训历练。

“我们正在努力推动前期工作，
争取明年能够实现海南核电二期项
目正式开工，二期计划建设两台百万
千瓦电机组，满足未来海南腾飞之电
力需要。”吴美景说。

彻底消除缺电困扰，拉闸限电成为历史

承担着全省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核能发电占比居全国第一

海南核电：让全岛拉闸限电成为历史

“回看这9年，感触最深的关键词是成就
感。我们刚来时，这里只有两个大坑和几个充
当办公室的集装箱。我们看着核电站拔地而
起，我们参与了它各个重要节点的建设。”海南
核电技能培训科李文博说。

2009年首批来自全国各地的109名大学生
到达海南核电。到现在，海南核电有正式员工
907人，平均年龄32岁，本科及以上学历842
人，占员工总数的93%。他们挑起了海南核电
建设的大梁，也在这里成长。

李文博难忘2014年 11月 7日，1号机组
“一回路”水压试验，这相当于核电由安装阶段
进入调试阶段。“我深度参与了这个试验，整整
28小时没有睡觉。当时现场有非常多的人一起
奋战，相当于一次大型战役。每个人都在奋斗
中收获了成长。”

王有勇，35岁，获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
文章5篇，带领科队获中国核电“青年文明号”；
林清湖，33岁，获奖20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
级4项。王宇鸣，31岁，参与生产管理总体协调
……从海核十大杰出青年事迹中，可以感受到
青年人的成长和收获。

在海南核电，微信朋友圈里发出的一张照
片曾戳中许多人的泪点：一个小男孩头紧贴着
汽车的玻璃窗前依依不舍地望着车窗外的爸
爸，爸爸正微笑着向儿子挥手……这是运行处
值长刘凯华来厂里探亲的妻子带着儿子在向他
告别。

“车窗里、车窗外，你哭了、我笑着，再不陪
你，你就长大了。唯有这想念，会激起我们心头
的歉疚和不能时时陪伴的感伤。”因为核电工作
的特殊性，年轻的爸爸妈妈，时常要坚守岗位。

“一个月能回4次家的人是幸福的，有的人一个
月只能回去2次，1次，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几
个月都回不去。”

“每周一早上最煎熬，因为又要和孩子说
周五再见了。”党建群工处胡蝶说，歉疚于常常
无法陪伴孩子成长，这是核电人共同的奉献和
付出。

“我的心愿就是每天回家看孩子。”李文
博说。

“也许我们的青春，跟很多人的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为海南的千家万户在夏日里送去了清
凉，黑夜里送去了光明，这是我们青春的意义。”
李文博的心声，道出了海南核电年轻人的共同
感受。 (本报石碌11月4日电)

在这里付出，在这里成长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黄炬 冯谋瑞

“滴！滴！滴！……前方一海里
处发现可疑船舶！”“请迅速启用无人
机空中抵近侦查！”“船舶组立即起
航！”“收到！”……近日，一场海上应
急模拟演练正在三亚市海棠区后海
铁炉港紧张进行。此次演练是三亚
边防支队主办的“1+1”沿海岸线立
体化防控工作模式现场会的一项重
点环节。

今年以来，海南三亚边防支队积
极响应海南省自由贸易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号召，创新推出了沿
海岸线立体化管控工作模式，打造沿
海立体化防控体系，助力当地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

新型警务室+扁平化指挥
激活管控联动体系

“一般的警务室功能主要是承担
街面和重要部位的治安管控，而我们
新型警务室是集船管室和毒品检查站
为一体的‘1+1’新型警务室。”三亚边
防支队支队长黄因红介绍起新型警务
室的功能时说。

以往警务室功能相对单一，担负
船舶管理任务的警务室和担负陆地防
控任务的警务室均分开设立，导致警
力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为了打破传
统被动局面，该支队推行“1+1”新型
警务室，从根本上保证了警力时时、事
事、处处都能迅速投入实战。

“以前开船出海，都要去边防派出

所进行报备，现在码头有了警务室，我
们只要在登船前顺道到码头警务室报
备一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渔民林
鸿福高兴的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此外，该支队还推出扁平指挥和
快速反应“1+1”模式，倡导“小指挥”
融入“大指挥”理念，并先后在5个边
防派出所设立了以新型警务室为一线
指挥，派出所勤务指挥室为后端研判
的“立体化、可视化、扁平化”的扁平指
挥体系，通过借助大量动态信息、业务
数据高度集成和实时传输，实现全警
快速集结、统一指挥，发挥合力。

双线巡防+“三网”合一
打造智慧立体化管防

“在海上不仅有执法快艇适时进

行巡查，在必要时，我们还会出动无人
机进行空中巡查，弥补执法快艇无法
到达和观测到的区域，做到海上防控
无死角，做到了岸线查控和海空巡逻
的‘1+1’。”后海边防派出所所长吴育
王介绍。

10月29日，游客符某被困某处
礁石，民警根据现场救助情况，出动无
人机巡查，仅用了13分钟就成功发现
并锁定了符某的方位，为后续救援赢
得了宝贵时间。

不仅在海上，在陆地上，该支队也
能做到高效巡防。针对辖区管辖范围
特点，该支队先后在三亚港、红沙、西
岛、港门等边防派出所依托驻地两个
边防派出所警力和一个机动中队警力
即“2+1”巡逻防控模式，保持对辖区
巡防的高压态势。

“海上进出船舶那么多，你们是如
何做到防止船舶违规出海和预防外来
船舶进出港的？”10月31日，海棠区
政法委书记甘良在走访观摩警务室时
现场提问道。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该支队在建
设三亚港边防派出所中心船管站全省
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智能船舶综
合管理系统，接入岸基雷达、北斗系
统、海防监控系统，搭建覆盖沿海及海
上治安的信息化管防网络，实现了对
海上船舶的实时掌控。

2018年以来，该支队依托沿海岸
线立体化防控体系，先后破获刑事案
件68起，查处行政案件557起，刑事、
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 28%和
17%，沿海岸线立体化管控模式初显
成效。 （本报三亚11月4日电）

三亚边防创建沿海岸线立体化管控模式
海陆空联动联管 构建立体化防控

确保小区消防通道畅通
海口消防开展专项整治
整改火灾隐患74处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杨宇鑫）海南日报记者11月4日从海口市公安消
防支队获悉，近期，海口市消防支队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居民住宅小区畅通消防通道专项整治行动，
依法对机动车辆违法堵塞消防通道、私自搭建违
章建筑占用消防通道、损坏遮挡室外消火栓和水
泵接合器等室外消防设施以及不按规定设置消防
通道等行为进行从严查处。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海口全市居民住宅小
区明确为主要整治对象，对于排查出的火灾隐患
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海口市消防支队要求相关
责任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从重处罚。此外，海口
市消防支队还将加大96119消防热线受理市民
群众举报的查处力度和曝光力度，全力确保消防
安全。

据统计，截至11月4日，海口市消防支队已
排查居民住宅小区25个，发现并整改火灾隐患及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74处。

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的海南核电。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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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核安全，海南核电会定
期进行安全演练。图为2015年3月
12日上午，4名机械维修人员正在演
习抢修主蒸汽安全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刘玄 徐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