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5 日，国网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供电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对 35 千伏国电电力
格尔木光伏电站进行二次系统检查，并为光
伏电站运行人员提供现场技术指导。

此次检查针对新能源电站技术力量薄
弱的现状，利用供电公司技术优势，持续
提升新能源电站二次系统安全防护等级，
保证监控信息、 功率预测信息传输安全，
同时保证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设备的策略
配置正确、完备。

针对大量光伏电站建设周期短， 隐患

和缺陷较多，且光伏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缺
乏的困难，该公司展开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技术帮扶服务，充分调动技术人员及专
业优势， 积极为新能源并网提供技术支
持。 该公司把动态管理新能源电站二次系
统安全防护管理工作当作一项重点帮扶，
建立健全设备缺陷、隐患台账，加强管控
和基础数据检查工作，并下发新能源电站
二次系统安全防护整体架构配置图，为新
能源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通讯员 王震鹏 魏廷科）

国网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供
电公司结合地区实际，加大农牧区
用电安全宣教工作力度，不断完善
用电安全服务机制， 努力构建和
谐、安全、稳定的农牧区供用电环
境。

针对海西地区地域广阔、服务网
点分散的实际，该公司积极推动政企
联动，协同当地政府出台了《共建牧
区用电安全服务机制实施方案》，落
实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共建机制的实
际作用， 降低农牧民安全用电事故
率。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将实施

中的典型经验和做法进行提炼作为
第一手资料，确保共建农牧区用电安
全服务机制不断完善。 初步建立县、
乡、村三级农牧区电力基础设施管护
队伍管理机制，通过成立电力安全服
务队等形式，努力打造“机制健全、
管理规范、考核严谨、成效显著”的
农牧区共建电力安全服务机制工作
新格局。同时，公司持续开展“三进”
活动，按月推进工作。截至目前，宣教
工作已覆盖乡镇 7 个， 宣教率已达
29%；覆盖中小学 18 所，宣教率已达
40%。 （通讯员 王震鹏）

一、红伟市场重大火灾隐患情况：
单位违反消防法有关规定的火灾隐

患，共 16 条：
（1） 该市场新建部分与原 3 号楼、4

号楼及原红伟商场连通合并为一体，破坏
了原有建筑防火分区，新、老建筑连接处
采用普通卷帘进行分隔；

（2） 该市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设
置消防水池、 屋顶水箱及水泵接合器，未
设置喷淋备用泵， 且因地下水等原因，水
泵房无法正常工作；

（3） 该市场设置于地下一层的消控
室因积水过深，无法正常使用，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停用；

（4） 该市场内机械排烟未设置独立
的风机房， 且因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停用，
无法实现联动；

（5） 该市场增设多部自动扶梯和敞
开楼梯间， 自动扶梯四周未设置防火卷
帘，破坏了楼层间的防火分区，商场的防
火分区超过规范设置要求；

（6） 商场三层南侧改建为海鲜楼餐
厅， 未办理消防手续， 且 4 层擅自加盖 1
层夹有聚氨酯泡沫的彩钢板房，使用性质
为厨房、仓库；

（7）新建商场钢结构未做防火处理或
防火处理不完全，建筑耐火等级低于二级；

（8）商场疏散系统混乱，楼层之间用

自动扶梯、钢制楼梯、敞开楼梯连接，且有
错层现象，部分耐火极限达不到要求，且楼
梯道内垃圾、临时货物经常占用和堵塞；

（9）部分作为防火分隔功能实用的卷
帘为普通卷帘，不能满足防火分隔的要求；

（10） 市场内消防车道被占用或堵
塞，消防车辆无法正常行驶；

（11） 部分室内消火栓被遮挡或圈
占，且消火栓配件不全；

（12）农贸市场一层部分铺面擅自搭
建库房、人员住宿等场所，设置“三合一”
场所；

（13） 市场周围室外消火栓数量不
足，保养不力，不能正常提供水源；

（14）商场消防安全管理混乱，消防
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不清，未建立、健全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 不能正常开展防火巡
查、检查工作；

（15）市场内部各商铺普遍存在私拉
乱接电器线路；

（16）商场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
设施设置数量不足，且地面未设置能保持
视觉连续的蓄光型或灯光型疏散指示标
志。 （通讯员 王有德 刘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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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 日， 国网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供电公司举办“道德讲堂”“诵经典”活动。
本期 “道德讲堂” 除海西供电公司员工外，
还吸引了海西州委宣传部、 格尔木市委文明
办、市公安局等 26 家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和
28 名社区居民共计 80 多人参加。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员工段伟、 王连利讲
述的小故事 《我们的马大姐》、《勤俭无小
事》，丰富的表情、幽默的语句引得现场人员
哄然大笑，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成长烦恼，
诗朗诵《我们的时尚》字里行间展示着 90 后
员工青春激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们对
追求时尚的别样感悟。

在互动环节中， 一位来自格尔木市委文
明办的工作人员感慨地说：“生活好了，要谨
记 ‘一餐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生活水平提

高了，更不能纵容舌尖上的浪费。 要知道，在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同胞们为 ‘食不果腹，衣
不遮体’担忧。 ”“勤俭应从现在做起，从自
身做起， 节约每一滴水、 每一度电、 每一张
纸， 不要让我们的眼泪成为最后的 ‘一滴
水’。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一位员工说。

近年来，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紧密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心策划每期“道德讲
堂”主题内容，让员工唱主角，让劳模或身边
的人担任宣讲员， 邀请外单位和居民参与其
中，讲述自己和身边的道德故事，谈感悟、诵
经典、 促躬行， 旨在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使走进“道德
讲堂” 的每个人都能成为道德的传播者、实
践者和受益者。

（通讯员 王震鹏 马秀鹏）

格尔木市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曝光

“格尔木重大火灾
隐患曝光台”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技术帮扶新能源电站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举办“道德讲堂”活动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
政企共建农牧区用电安全服务新格局

当广州恒大、 北京国安和广州富力全
部在上一轮中超赢球，夺冠的争夺无疑变
得更加白热化。 这是一场真刀真枪的对
抗，三支球队全部无缘足协杯，联赛冠军
成为了他们通往亚冠正赛最为直接的一
条道路。

11日晚， 广州恒大老板许家印给球员
们开会，看来许老板确实是着急了。 而今
晚，北京国安将客场对阵广州富力，这无
疑将是一场直接关乎到前三名走势的比
赛。 为了争冠，大家都拼了。

恒大忙开会

即将开始两线作战， 积分榜上的优势
也仅仅是多赛一场领先 4 分，如今的广州
恒大，压力山大。 于是，许家印再次出手，
给球队开会交流，而且这次他代表的不仅
仅是一个人，还有另一个老板马云。

11 日晚，许家印给球队提出了“九个
必须”，提出了这么多个必须，看来许老

板确实是着急了。 当然，着急的不仅仅是
许家印，主帅里皮一样很受煎熬。 在带队
成绩上下起伏的情况下， 里皮在交流会
上也是有感而发：“通过这两年的工作，
我们成长了不少，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
我们永远都要记住， 我们要继续付出很
多的努力，绝对不能放松。 我们是亚洲最
好的球队，但是心态方面，我们绝对不能
放松，不能骄傲。 我们还要有强烈的取胜
欲望。 ”

每次开完交流会，恒大总会有一次强力
的反弹。 不知道这次，效果会不会依旧呢？

国安盼反超

国安紧紧追着广州恒大， 让领头羊坐
立难安， 而也正是因为国安的出色表现，
让今年的中超冠军之争有了悬念。 对此，
国安主帅曼萨诺一点也不避讳：“我希望
可以一直咬住恒大，且有朝一日可以将积
分反超。 ”

近期来， 国安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确实
让人欣喜，联赛更是取得了三连胜，在人
员齐整，势头强劲的情况下，国安仍旧保
留着冲击冠军的希望。

也正是因为冲冠有望，近期的比赛对于
国安来说就更为重要。 因为从对阵上港开
始，他们要先后与排名第 3 到第 6 的球队相
遇。 国安首先要做的是甩开身后的追兵，然
后才能无后顾之忧地与恒大进行冠军 PK。

今日， 国安与目前最接近自己的追赶
者富力过招， 富力目前暂时排名第三，与
国安分差为 7 分。 显然，这是一场不容有
失的比赛，因为如果能在越秀山拿到一场
胜利， 国安将可以继续对恒大施加压力，
而曼萨诺口中“反超恒大”的机会，出现
的可能就会越大。

富力进状态

“全力以赴拼国安，只为自己！ ”在击
败绿城后，富力方面已经进入对阵国安的

备战状态，
“现在不仅是上港,人和赢球后，积分

也上来了，积分咬得都非常紧，想要冲刺
亚冠成功，不管面对国安还是其他对手都
得争取胜利。 ”富力俱乐部人士说。

显然， 富力并没有为了同城的恒大作
什么贡献， 他们为的是自己能够击败国
安，再向前迈一步。 在过去两个赛季的中
超联赛中，富力在主场对阵国安占据一定
优势，前两个赛季均在越秀山主场战胜了
国安。 和国安的比赛根本用不着动员，最
近这段时间状态不错的韩国后幺朴钟佑
曾在年初客场挑战国安的比赛中被红牌
罚下，此次回到主场，朴钟佑憋了一口气
希望能够击败对手。 另外，队长张耀坤将
结束停赛，会在周三重新回到首发阵容当
中，这对球队都是利好的消息。

“上一轮国安赢球了，他们还是联赛第
二，本周中和他们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
们准备好了，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埃里
克森如是说。 据《北京晚报》报道

中超：争冠白热化 真刀拼真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