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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篇 三年攻坚筑牢基石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是中央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
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海南电网坚持
电力先行，2019年实现电网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圆满收官，全国首个智能电网综
合示范省“新三年”建设初战告捷，“获得
电力”总体水平持续提升，翻开了海南电
网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为推动建立与海
南自贸港发展相适应的能源供应与服务
体系作出新贡献。

三年间，海南电网建设全面开启“加
速跑”。海南省主网架进一步加强，形成
220千伏“目”字型双环网的坚强主网架，
并通过两回500千伏海底电缆与南方电
网主网相联，110千伏和35千伏电网覆
盖全省各市县及主要乡镇。

这些变化群众看在眼里，琼海市博
鳌镇沙美村村民冯君说，过去村里架设
的低压配电线路是架空裸线，刮风下雨
总停电，现在全部都改成电缆入地，“走
在路上都看不到一根电杆了。”

去年海南电网一系列重大工程相继
竣工，联网二回工程于5月底顺利投运，
实现与南方电网主网双通道互联；并建
成文昌气电首台机组及首条送出线路，
基本完成昌江核电二期前期工作。数字
电网平台也完成了一期建设，实现了各
领域数据的互联互通，标志着数字电网
已初步成型。

去年海南电网还开启了智能电网建
设新三年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实施

“75111”工程，并成功举办首届博鳌智能
电网国际论坛，扩大了海南智能电网国
际影响力；同时加大智能电网技术应用
力度，在全国率先实现配网主站省级集
中，配电自动化覆盖率90.6%。

海南电网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作为公司发展的落脚点，持续优化
电力营商环境，提升供电可靠性，去年
全省户均停电时间同比下降31.1%，业
扩报装及时率高达99%，高、低压平均
接电时间同比分别下降 17%、43%，
2019年累计不停电作业达到7538次，
同比提升176%。

此外，海南电网还按照“全网一盘棋、

全省保重点地区、重点地区保重要场所”
的工作思路，提前谋划，圆满完成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
箭发射等系列重大保供电，更连续18年
实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保供电万无一失。

环保篇 构建绿色电能网

2019年，海南电网认真贯彻落实绿
色发展任务和要求，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全力吸纳清洁能源，推
进绿色电网建设，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美好新海南贡献力量。

去年海南电网充分发挥电网在资源
优化配置中的平台功能，积极推进新能
源并网，优先消纳风、光等可再生能源，
以绿色电源助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据
统计，去年海南电网共消纳清洁能源
137.26亿千瓦时，更实现云南清洁水电
首次送入海南。

去年海南加快推进“智能、高效、可
靠”（3C）绿色电网建设，主动推行节能环
保的生产作业方式，将节水、节地、节能、
降噪等理念贯穿至电网基建工作的全过

程，加强环境风险管控，积极应用绿色建
筑技术，打造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变
电站。

同时，海南电网更持续深化绿色服
务，积极推进电能替代和节能服务，去年
完成电能替代6.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3%。

海南岛是鸟类的天堂，许多鸟类在
产卵繁殖期会在电网的铁塔、输电线路
上搭建鸟巢，给线路维护带来极大挑
战。为解决这一问题，海南电网主动探
索新型设备，研制与安装人工鸟巢，保障
输电线路安全的同时也保护了生物多样
性，助力实现海南不同生物物种与人类
社会和谐共处。

经营篇 跑出发展加速度

2019年，海南电网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以依法治企、党建引领和管理创新夯实发
展根基，跑出经营发展加速度，为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电力需求、服务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奠定良好的经营基础。

据统计，去年海南电网全年售电量
达到284.21亿千瓦时，营业收入177.72
亿元，均实现了大幅增长。

海南电网更积极落实国家最新电改
政策要求，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主动服
务市场主体，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群众，全年落实两次一般工商业降电价
10%政策，出台推进小区抄表到户的实
施意见，清理转供电主体加价现象，让群
众真正得到实惠。

同时，海南电网还组织完成2019年
海南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交易电量
4.74亿千瓦时，并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
售电业务，培育售电侧市场；同时组织做
好公司参股的增量配电网改革试点项目
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和客户服务。

和谐篇 书写央企新担当

2019年，海南电网继续坚持将自身
发展与社会繁荣相融合，扎实做好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扎根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并坚持与
员工共享价值、与合作伙伴互利共赢、与
社会共同发展，为构筑和谐社会作贡献。

去年海南电网把农网升级改造工程
作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手段，持续加大农网投资建设力度，
提前一年完成国家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目标，助力农村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海南电网还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号
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光伏扶贫、产
业扶贫作为工作重点，结合消费扶贫、捐
资助学、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以“小康路
上一个不能少”的担当，为海南精准脱贫
贡献电网力量。去年电力扶贫总投资达
18.41亿元。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全国多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海南电网迅速行动，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和保供电服务，书写疫情
之下的央企担当。

截至2020年5月底，海南电网已累
计出动保供电人员近36万人次，出动抢
修车辆5.62万辆次，保障了全省500多
家疫情防控重要用户电力可靠供应。

（策划/邵良 撰文/邵良 胡安 孙奇）

扫码看《海南电网2019年
社会责任实践报告》全文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发布2019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和绿色发展年刊

万家灯火自贸港 南网情深系琼州
2019年，海南电网紧

抓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机遇，以南方电网发展
战略和企业文化理念为引
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
圆满完成各项指标任务和
系列重大保供电任务，实
现了海南电网与南方电网
主网双通道互联以及三年
电网提升行动计划收官，
以优异成绩献礼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兑现了向省
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的
庄严承诺，努力打造与海
南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南
方电网靓丽形象窗口。

7月24日，南方电网
海南电网公司将发布2019
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和绿
色发展年刊，系统披露了该
公司去年在电力供应、绿色
环保、经营效率、社会和谐
四大领域履行社会责任的
理念、实践和绩效，这也是
该公司连续第12年发布社
会责任实践报告。

2019年11月6日至8日，以“智能电网·智慧未来”为主题的第一届博鳌智能电网国际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供图）

海口供电局员工爬上铁塔为鸟儿安装人
工鸟巢。 杨永光 摄

■ 本报记者 李磊 李佳飞
通讯员 徐斌如 李寒剑

“五、四、三、二、一、点火！”7月23日
12时41分，紧随一声指令的，是巨大的轰
隆声、空气的撕裂声，长征五号遥四运载
火箭发动机喷出的尾焰在文昌航天发射
场上空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将我国第一
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送入太空。

发出“点火”指令的，就是此次发射
任务“01”指挥员王光义，他也是我国目
前唯一的长征五号和长征七号两型运载

火箭的“双料”指挥员。
采访中，王光义说话语速总是不自觉

地放快，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每天要在不
同的试验现场奔走，也因为长时间的高负
荷工作让脑袋始终保持着高速运转。

在前期工作中，每天发射场的十几
个分系统都有大量的工作数据，需要王
光义进行研判，并以之为依据进行决
策。工作进展、问题隐患和处理方法在
他电脑里9万余字的工作日志中清晰可
查，这是他第一次担任“01”指挥员时就
有的习惯。

2019年底，王光义担任长五复飞之
战的“01”指挥员，在此之前，他经历了长
达908天的准备期。从长七到长五指挥
员的跨越转型，挑战是巨大的。不同的
火箭设计思路、发动机类型、地面设备设
施、岗位培训方案，是他的必修课。

于是，为了把长征五号火箭的“脾
性”摸得更准，王光义索性当起了“小学
生”，先后三次奔赴火箭研制生产厂家，
把零部件设置、设备原理、应急处置学了
个遍。作为发射场系统的牵头人，他需
要让自己知识和经验“库存”富足，才够

格当其他人的“老师”。
王光义说，长征五号火箭已经具备

将火星探测器送到地火转移轨道的能
力，但这样的机会每26个月才有一回。
因此，在发射窗口前沿实现“零窗口”发
射，将为“天问一号”节省下更多燃料。

“这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应用
发射，一开始我们就是奔着发射窗口前沿
和‘零窗口’发射目标去的。”王光义说。

由于前续任务的调整，留给火箭活
动发射平台的恢复时间也跟着缩短。尽
管要和时间赛跑，但王光义仍然坚持所

有工作都要“稳”字当先。要抢回失去的
时间，关键在于找出短线、制约因素和系
统间的耦合关系。所有环节他都在一线
全程跟进，因为他深知要在保证质量、不
减流程的情况下，通过优化流程安排，实
现压缩时间的目标。

“前期在研究长征五号活动发射平
台恢复计划时，我们梳理出串行工作安
排不合理、室外射后恢复工作时间偏长、
应对恶劣天气裕度不足等问题，并找到
优化和解决方法。”王光义说。

7月23日12时41分，当全国人民

为火箭升空而欢呼之时，王光义却坐在
测试发射大厅正中央，依然紧盯指挥大
屏上火箭飞行的速度高度曲线，仔细辨
听调度传来的测控跟踪声音。

距离点火30多分钟过去后，跟踪结
果表明器箭分离正常，大厅内顷刻间掌
声如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所有人都
已忘了自己一夜未眠。

此时，王光义向后靠在椅背上，脑
中紧绷了两个多月的弦终于慢慢舒展
开来。

（本报文城7月23日电）

一声指令，天问探路火星
——专访“天问一号”发射任务“01”指挥员王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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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12时41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搭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升空，“天问一号”探测器开启了奔向
火星的旅程。这一任务顺利完成的背后，有3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南人，他们为火箭腾飞、“天问”问天默默挥洒着汗水，贡献着力量。

天问“探火”背后的3位海南小伙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游连勇 孙浩

空调系统负责提供恒定的温湿
度保障，确保火箭、航天器始终处于
最适宜的环境中，是发射场不可或缺
的系统之一。23日上午，在空调值班
室，万宁小伙何远斌正在查看加注大
厅的温湿度数据，这已经是他在空调
岗位工作的第七个年头了。

火星探测器在厂房一天，空调机
组就得24小时不间断运行。每小时
记录几十个数据，每两小时一次的设
备巡检，是何远斌的日常工作。

元器件温度是否正常？管路有
没有出现泄漏？机组有没有发出异
响？这些，何远斌每天都要仔细确
认，做到一丝不苟。长期通宵值班让
他变得精瘦，也有了明显的黑眼圈。

在一次巡检时，何远斌发现大厅

的空调机组运行频率出现异常。为
了提供正常的环境保障，他立即停用
运行机组并切换至备用机组，一边提
高对大厅环境的检测频率，一边组织
岗位人员逐一排查，最终锁定主板通
讯故障，并排除故障。当机组恢复正
常运行后，大家都松了口气。

“通宵值班确实比较熬人，但是
一想到大厅‘住’的是精贵的火星探
测器，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价值、很
有意义。”何远斌说。

今年，卫星、飞船、火星探测器等
航天器接踵而至，何远斌和同事们始
终“铆”在岗位上，不间断值班近200
个日夜，从未懈怠，毫无怨言。火星
探测器的测试加注工作也得以顺利
开展。

许绩鹏，是一名“90后”叉车驾驶
员。2014年，临近毕业的他，听闻文昌
航天发射场急需人才，看到招聘信息，
便欣然报了名。毕业后，他顺利进入
发射场工作。因为学的是汽车修理专
业，他被安排在特装车系统上班。

执行发射任务前后，通常有许
多火箭和航天器的气瓶、测试设备
需要转场，这些都离不开叉车保
障。许绩鹏便当起了搬运工，开着
叉车把设备按要求转到测试间或库
区。经过多年的磨练，他练就了一
次叉准、平稳快速送达的绝活，即使
在光线不好的夜晚，依然能够精准
快速转运货物。执行这次“探火”发
射任务，他出动叉车 80余次，没有
出现过一次差错。

有人问他夜间操控叉车的诀窍，
他调侃道：“我眼睛小能聚光，所以看
得准、叉得准。”而事实上，真功夫来
源于勤学苦练。只要有空，他就开着
叉车在发射场各处模拟演练，哪里地
势有起伏、哪里有障碍物，他早就刻
在脑海里了。

海南地处热带，具有“高温、高
湿、高盐雾”的特点。因此，车辆往往
腐蚀、老化得比较快，修车也成了许
绩鹏的家常便饭。在车场，常常能看
到他一会儿钻到车底拆装配件，一会
儿检查管路，油污沾得满脸都是，汗
水湿透了衣服，他却浑然不觉。

谈及对这份工作的感受，他说：
“能在家乡服务航天事业，尽一份自
己的力量，我感到非常自豪！”

航天器厂房大厅内，来自琼海的“90
后”小伙黄德干复述着指挥员的口令，聚精
会神地操作着吊车，整流罩随着吊钩徐徐
离开平板车，而后缓缓地落到合罩导轨
上。当整流罩平稳安放好后，大家开始了
紧张的扣罩工作。

黄德干2014年到发射场工作，从打扫
厂房卫生、值班执勤干起，一步步成长为一
名技术精湛的吊车操作手。

吊装对操作精准度有很高的要求，
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形容毫不为
过。为此，他常常把盛满水的水桶挂在
吊钩上，以最快的速度通过S型立柱，再
用白布条系上细铁丝依次穿入矿泉水
瓶，来训练操作的精准度和平稳度。每
次训练，他都会认真查找不足，总结经
验，调整后又开始反复训练。因此，他的

技术突飞猛进，曾两次获得发射场吊装
比武竞赛第一名。

每次执行发射任务前，总能看到黄德
干带着工具，爬上30多米高的厂房顶端，
对吊车进行检查维护。而连接地面和房顶
的，是近75度倾角的夹层楼梯。每次爬楼
梯，他总是第一个登顶，大家都跟不上他。
有人说他像猴子一样灵活，他哈哈一笑，
说：“我从小就爬椰子树，爬楼梯可比爬树
简单多了。”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还有不少像许绩
鹏、何远斌、黄德干这样的海南人，他们兢
兢业业战斗在测试发射一线，既有“爬树摘
果，下海捉鱼”的自带技能，也有献身岗位
的过硬本领，展现了海南青年积极投身自
贸港建设的良好风貌。

（本报文城7月23日电）

万宁小伙何远斌：
让火星探测器“住得”更舒适

临高小伙许绩鹏：
“叉”起航天人的使命担当

琼海小伙黄德干：
指哪打哪的吊装“大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