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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编写的高铁供电设备检修工艺填补国内空白 钟泽华摄

2011年6月30日15时，京沪高铁首
发动车组驶离北京南站，以300公里的
时速，风驰电掣般向上海方向奔去。

京沪高铁巨龙腾飞了！

作为京沪高铁“四电”系统集成牵

引供电系统建设者，为京沪巨龙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

2012年4月15日18时，中铁电气化
局京沪高铁“四电”系统集成项目部原

班人马华丽转身，组成中铁电气化局

集团京沪高铁维护管理公司，并正式

接管京沪高铁1318公里供电系统维护
任务，为京沪巨龙腾飞续航。

原铁道部现中国铁路总公司提出

“三年内建设先进水平京沪高速铁路，

打造维管标准化示范线”的目标。京沪

高铁供电系统维管具有定标打样的示

范使命，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理念先行“建”“管”转身

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有着天壤之

别。员工思想有着巨大反差。从动辄几

千人的“大场面”转变为30余人的“小
分队”；从“攻坚战”式施工转变为“绣

花台”式维管；从“游击战”转变为了

“阵地战”。部分员工工作不适应，但工

作性质变化决定思想认识必须转变。

京沪高铁维管公司成立伊始，公

司总经理景建民适时提出：“投身于京

沪、安心于京沪、成功于京沪”的重要

讲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员信心。同时又

提出“三要三保”理念。即：要系统安

全，保运营畅通；要设备稳定，保延长

寿命；要双率下降，保品牌形象。先进

理念的提出，犹如暗室逢灯，立即为全

员指明了工作的方向。

但思想“转身”不是一朝一夕能够

解决的，要完全实现从粗放式到精细

化的管理方式转身、从流动式到固定

式的转身、从“粗放型、差不多”到“精细

化、标准化”的理念转身。全体干部员工

始终面临着彻底“洗脑”、“换脑”问题。

2013年4月，维管公司党委在全公
司开展了“讲正气、聚合力、树形象、转

观念、改作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活

动要求全员彻底扫除旧的施工思想观

念、管理模式、行为方式，严格对照维

管标准，转变观念、改进作风，以全新

的精神状态和必胜的信念，完成京沪

高铁维管标准示范线建设目标。全覆

盖、无死角式的主题活动，如狂风暴雨

般侵入全员心灵，顿时给维管公司注

入了一针强心剂，活动半年来，有力地

促进了维管公司健康、快速“转身”。

一年多来，京沪高铁维管公司围

绕建设“标准化示范线”和打造“行业

领先、国内一流的专业化高铁维管公

司”目标，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管理、真

抓实干，逐渐掌握了供电维管的基本

规律，形成了一套全新的高铁维管道

路，完成了由建设到维管的成功转身。

“洗澡治病”专业定制

京沪高铁客运需求旺盛，运输任

务非常紧张，每天开行列车超过100
对，日均运送旅客达22.7万人次。对高

铁接触网零配件，甚至

一棵螺丝钉来说，每通

过一列高速列车，都会

缩短其寿命。而京沪高

铁供电系统有6.5万根支
柱、网线4000条公里、
27.5千伏牵引变电所26
个，其他各类所亭86个，
维管任务艰巨可想而

知。京沪高铁维管公司

专心致力于供电设备寿命的研究。根

据京沪高铁运营负荷，不断收集整理

每个零部件寿命数据，在全线范围内

科学分析，找出规律，对症下药。一年

来，公司对京沪高铁制定了专业的维

护套餐，科学有力地保障了高速列车

安全运营。

标准化集中修。为从源头上消灭因

“松、脱、卡、磨、断、裂及几何尺寸超标”

等造成的设备故障，维管公司研究制定

了“标准化集中修”的方法，即通过整合

优势人力、技术、装备等资源，逐根支

柱、逐个零部件、逐个螺栓对照标准检

查，做到检修工作一米不落、一件不差。

按照每年完成1/3检修任务的计划，三年
全面完成全线标准示范设备检修。

摸排风险，预防为主。安全是生产

永恒的主题。面对京沪高铁1318公里几
千万个零部件，如何让每一个零件在状

态性稳定，实现时时可控。安全管理团

队每月召开安全分析例会，结合季节、

天气、温度和数据科学决策哪些最有可

能出现问题。排除法的使用大大降低了

安全风险。一年来，维管公司制定了19
个岗位的安全风险提示卡，形成了“京

沪高铁供电系统维护管理安全风险源

专题报告”，全线摸排梳理安全风险源

41项，对风险源进行监控和克缺。为充
分了解设备寿命周期，逐渐探索“状态

修”理念；及时总结高铁供电设备使用

寿命，达到高铁设备寿命管理的安全理

念；不断进行基础数据核实，将故障测

距精度控制在500米以内。
专项治理，消除设备隐患。人无远

虑，必有近忧。生产技术团队每月召开

安全分析例会，全公司范围专项研究

近期设备隐患，以点概面，减少设备故

障几率。确立了“纵向看系统，横向看季

节”的隐患排查原则，开展了接触网“九

防”（防风、防洪、防雷、防污闪、防冰、防

锈蚀、防异物、防危树、防鸟害）专项整

治活动。通过专项化的排查，有效遏制

了因季节变化对设备带来的影响。

整合资源，提升抢修水平。结合京

沪高铁实际，维管公司针对地形地貌、

假设事故类型以及天气灾害等多方面，

编制了17项抢险预案，实行抢修“1+员”
大于2的抢险模式，累计进行各种事故
应急演练436场次，极大地提高了员工
对事故发生的应急处置能力。一年来，

从接管初期抢险耗时95分钟逐步降低
到现在平均65分钟以内。同时，为缩短
事故抢修时间，维管公司在各车站派员

值守，并配备便携抢修工具箱，随时添

乘动车组参加摘除异物等简单抢修。

标准管理 示范引领

维管人的“办公室”设在京沪高铁

1318公里的高空处，为了保障高速列车
白天运营安全，检修工作昼伏夜出，给检

修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所以从维管公

司成立之初，便开始着手标准化管理、标

准化作业、标准化设备的建设工作。

标准化管理推动维管加速跑。无

规矩不成方圆。维管公司成立初期，尤

其关注制度建设，成立了文件编写小

组。耗时半个月调研研究，拜访原铁道

部，走访北京、济南、上海三个铁路局，

结合京沪高铁设备型号状态，编写了

安全生产体系文件67个管理办法。
特别针对高铁变电电力专业，编

写了《京沪高铁电力设备检修工艺标

准》、《京沪高铁变电设备检修工艺标

准》、《京沪高铁变电设备检修作业指

导书》、《京沪高铁预防性试验规程》等

管理办法，填补了国内高铁系统检修

制度的空白。

同时，结合京沪高铁运输任务紧

张的特点，公司高度重视抢修管理的

速度和质量，积极联系沟通中国铁路

总公司，协商制订了《京沪高铁维管公

司接触网添乘动车组抢修管理办法》。

本办法的出台，立即产生了效果。

2013年4月24日下午15点10分，八
级大风，沧州到德州区间因异物挂网，

影响行车。沧州西工区驻站联络员接

到抢险电话，拎起便捷抢修箱，车站登

记后，立即添乘列车到达现场，摘除两

米多长的塑料布，抢修结束，15点55分

恢复送电。从添乘高铁列车到处理完

毕仅用了45分钟。抢修用时大大缩短。
标准化作业捆出安全好习惯。“今

天你标准了吗？”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工

区基层人员相互问候的“行话”。作业

标准化是安全标准化建设的关键，是

杜绝职工违章违纪的重要保证。维管

公司结合人身和设备安全，制定了《一

日一次作业标准化规范》，《一次出乘

标准化作业》等，发至每一位员工装

袋，捆绑至检修全过程。从召开工前预

想会、安排夜间检修事宜、填发施工作

业票、准备工具材料、车站登记封闭点

等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范本，下

发半年以来，逐步“捆”出了安全作业、

标准作业的好习惯，不按规章执行的

人逐渐成了工区的“异类”。

设备标准化夯实安全基础。维管

公司成立了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编

制了《标准化建设形象建设规范》、《标

准化设备管理规程》，同时在下属四个

维管段确立了标准化示范变配电所、

标准化示范工区。经过半年的建设，选

出了苏州维管段郑陆变电所为全线标

准化示范所，并通过标准化推进现场

会，标准化建设在全线辐射开来。

勇于创新 打造品牌

京沪高铁维管公司成立之初，

公司总经理景建民形象地比喻：“京

沪高铁是腾飞的巨龙，我们就是要

让巨龙飞得更稳、更远！”创新在京

沪高铁随处可见。

鸟儿惹烦恼，斗争见成效。2012
年4月15日，公司刚成立，事情千头万
绪。偏偏被个鸟儿事弄得焦头烂额。原

来春天是鸟繁殖的季节，高铁线上空

旷安静，有些支柱顶端的棘轮框架镂

空结构，被鸟儿选为安居乐业场所。随

之问题就来了，鸟窝捅了又搭，越搭越

多，频频造成线路跳闸，影响行车。公

司立即组织专题会议，加强人工处理。

同时立足创新，多方论证，站在设备结

构的角度，开展了创新，研制并大量试

装了棘轮防鸟装置、风车式驱鸟装置

和涂抹趋避剂。2013年公司又陆续推
出了电动驱鸟装置和超声波驱鸟装

置，坚决和鸟事斗争到底，通过两个春

天的鸟窝数量对比，同比减少了近

60%，取得了明显成效。公司对鸟巢的
整治方案得到了铁路总公司的认可，

并推广到全铁路系统。

人杆“对话”，高铁接触网有了电

子姓名。由于接触网设备数量繁多，

且在夜间维修，在维管实践中经常

将检修、检测、巡视数据搞混、遗漏。

针对此问题，维管公司采用NFC无
线通讯技术（非接触式点对点数据

传输技术），将芯片与杆柱挂钩，把

每个接触网杆的设备状态、检修状

态存入手持终端。检修人只要通过

终端和芯片对话，即可自动生成检

修、检测、巡视数据的记录和报表，

同时可上传云端，方便双向互动，极

大提高了维管的效率。

哪里有创新哪里就有生机，哪

里有创新哪里就有活力。公司在短

短一年多的维管实践中，持续创新，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自主编写填补

了国内高铁变电电力检修工艺空

白、协助制定了添乘高铁抢修办法、

在济南建设维管调度信息中心、引

入高铁供电监测“6悦”系统等等……
如今，京沪高铁维管人在1318

公里的线路上，不断探索高铁维管

新模式，不断创新高铁维管新方法，

通过建设一流的高铁维管，持久续航

腾飞的京沪巨龙，保证了京沪高铁的

安全运营，正在谱写新的壮丽篇章。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京沪高铁维护管理公司纪实
钟泽华何振杰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京沪高铁维护管理调度中心邵艳摄

建设一流高铁维管 续航腾飞京沪巨龙

去年 9月份，承德市高新区被国
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成为承德历史上第一家、也

是唯一的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这个升格，大大提升了高新

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吸引力。为了引

进央企，高新区做出了一系列的动

作，近日，高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刘文勤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

专访。

《中国企业报》：承德高新区面临

哪些良好发展机遇？

刘文勤：从全市总体来看，首都

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燕山太行山

扶贫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承德厚重

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良

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条

件等等，都是我们面临的很好的发展

契机。

没有承德这座城市，就没有高新

区，离开了老城区，高新区也很难形

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历史上的承德

“生也北京、兴也北京”，未来快速崛

起的承德，外部动力的重点也在北

京，高铁建成后，承德与北京同城化

就成为现实，我们 45分钟到北京，同
城化是非常高的。高铁开工建设和通

车后，必将给承德带来一系列深刻变

化，而高铁站就坐落在高新区，机遇

把握得好，我们将成为最直接、最大

的受益者。

受雾霾和沙尘天气的影响，北京

高端人才和企业家外迁的意愿越来

越迫切，高新区接受首都产业转移、

资本外溢的、人才外迁的条件越来越

成熟、优势愈发明显，这必将会成为

项目、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在承德

落户的首选之地。

此外，河北省委、省政府将进一

步加大对园区发展的支持力度。明确

要求要抓好一批重点园区建设，每个

市都要重点建设一两个吸纳首都科

技成果转化、承接高端产业要素转移

的基地，承德高新区是首都经济圈北

环上唯一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必将得

到更多的支持。

《中国企业报》：高新区发展目前

存在哪些问题？

刘文勤：发展不快，2012年，区财
政收入完成 8.3亿元，其中来自工业

企业实现的税收只有 2.6 亿元，占
31.3%，来自房地产、建筑业的税收达
到 3.3亿元，占 40%强。在全国 105家
国家开发区中总体处于后位，在全省

5家国家高新区中处于末位，经济总
量仅占全市的 3.04%左右；尤其是按
照产业城市共赢原则来衡量，产业明

显偏弱，在建项目少、储备项目少，特

别是缺少兴市、立区的大项目、好项

目，尤其是产业等项目，发展后劲亟

待增强。

《中国企业报》：高新区在引进央

企投资方面有哪些做法？

刘文勤：我们坚持走出去和引进

来相结合，努力扩大对外联系。

高新区积极组织参加河北省（香

港）投资贸易洽谈会、廊坊“5.18”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和承德市委、市政府

在珠三角和京津地区组织的“粤承项

目对接会”、“京企、央企北京合作恳

谈会”、“9·8”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博览会和深圳

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等重要招商活

动。

高新区先后邀请了中国航空国

际建设有限公司、中铁十七局、港中

旅集团、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浪

潮集团、恒大地产和清华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

大学在内的近百家世界 500 强、国内
500强、国内外知名的公司、著名京
企、央企和高校参会。

《中国企业报》：高新区工作下一

步有哪些打算？

刘文勤：在不放松工业项目的

同时，把招商重点转移到科技研发、

总部经济、高端商业、旅游服务、现

代物流、会议会展和园区整体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项目上来。

积极拓展获取项目和投资信息

的渠道。除了依靠传统的会节活动、

人脉交流、报刊信息、网络查询等

手段外，重点做好利用投资中介机

构、行业协会、区域性企业协会招

商和委托代理招商工作，尤其要挖

掘关系资源，做好央企、大型国企、

知名民企、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和
项目信息的获取工作。2013 年，在
巩固“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招

商代理中介机构的基础上，在北京

和天津发展两家具有实力的招商代

理中介机构。

———访承德市委常委，高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文勤

承德高新区引央企入驻服务先行

本报记者王富国

全国首个煤制油加油站位于神华集

团煤制油基地项目所在地———内蒙古鄂

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马家塔，是神华第一

个自建自有的加油站。该加油站今年 4
月正式对外营业以来运营顺利，目前主

要销售的成品油为神华煤制油项目所产

柴油，下一步还将销售自产汽油。

神华之声

首个煤制油

加油站运营顺利v

近年来，国家电网积极支持光伏等

新能源发展，统一工作流程、技术规范和

服务标准，加强光伏并网、交易、消纳全

过程管理。截至 7月底，经营区域光伏发
电并网 595万千瓦，同比增长 134%；2月
以来，公司已受理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

申请 625项，总装机容量 131万千瓦。

国家电网

全球光伏发展

最快的电网v

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在参
观途经中广核展台时，泰国总理英拉在

听取中广核情况介绍后，对中广核 30年

来在核电和清洁能源领域取得的业绩以

及五年多来支持泰国政府和电力企业推

进核电培训、公众宣传等工作竖起了大

拇指，说“Very Good！”

中国广核集团

泰国总理对中广核

称赞有加v

央企微博专栏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努力扩大对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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