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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我的2022

王宏伟：

把“热担子”
挑得更好更稳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今年石家庄供
热系统的工作内容，我想“稳中有升”这
个词再合适不过了。

今年我们主要做两件大事——一个
是热源扩建，另一个就是《石家庄市供热
用热条例》的修订。相较于老旧管网改
造等日常工作，这两项工作更着眼于石
家庄供热系统的长远健康发展。

近十年来，热源一直是困扰石家庄
供热的大问题。

自 2010 年至 2021 年 11 年的时间，
石家庄市主城区供热面积从9000万平
方米，猛增至1.97亿平方米。而主城区
的热源建设方面，由于大气污染防治需
要，规划中的燃煤热源不能落实；又由
于国家电厂上大压小政策要求，先后关
停拆除了热电一厂、热电二厂、热电三
厂，减少供热能力3100万平方米。需求
在增加，热源在减少，一边是民生，一边
还要兼顾环保治理，石家庄的供热工作
一度面临重大考验。为满足城市发展
清洁供热需求，石家庄市有的放矢地分
别实施了西柏坡电厂、上安电厂等远郊
电厂余热入市等清洁热源项目。西柏
坡电厂、上安电厂余热入市工程已替代
三环内燃煤、燃气供热面积6700万平方
米，年减少供热用煤120万吨，“实现三
环内无煤化”。这件事走在了全国
前列。

现在，石家庄的热源仍是紧平衡状
态，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没有其他的应急
热源储备不行，而且新建小区也在不断
交付使用，这些新增加的供热面积也同
样需要找到对应的热源。

因此，最近这两年，我们一直在积极
谋划和实施热源的引入。

今年的热源扩建重点是继续完善西
柏坡电厂废热入市工程。在石家庄的2
亿平方米供热面积中，西柏坡电厂目前
承担着6500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因此
它的供热质量和供热的可靠性至关重
要。今年我们主要是推进西柏坡电厂完
成6号机组切除低压缸进汽灵活性改造
及配套热网管道工程建设、西岭供热公
司完成6号机组灵活性改造后的首站站
内蒸汽管道工程、1号泵站工程建设等
一系列工程，确保西柏坡电厂能够继续
安全稳定达标运行。

热源扩建的另一个大动作就是华能
上安电厂废热入市工程。今年我们将启
动上安电厂第二条长输管线建设，同时，
还要建设城区输配线，整个工程投入达
25亿元。这个工程建成后，将大大缓解
我市热源紧张的问题，满足城市发展需
要，同时，还可以对市区燃气热源进行置
换替代，恢复其规划的调峰功能，为大气
污染防治做出贡献。

修订《石家庄市供热用热条例》，同
样也是今年的一件大事。

目前石家庄市执行的是 2013年颁
布的《石家庄市供热用热条例》。条例的
好多条款主要是针对2013年的供热用
热情况制定的。如今，供热方式、热源热
网、供热要求等都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原来条例的部分条款已与现在的供热用
热工作不相适应。比如2013版《条例》
中法定的供热温度是 18℃浮动正负
2℃，也就是说16℃就算达标，这次要修
订成18℃以上的。

目前《条例》（修订草案）已上报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相信新《条例》将会为改
善民生和发展石家庄供热事业提供更好
的制度遵循。

除了这两项大的工作，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我们还要继续推进供热系
统的智慧化改造，更新供热基础数据，升
级供热监管信息平台，优化网上服务功
能，以便我们调度指挥中心对老百姓家
里的室温情况的掌握更精准、更精细，更
好地为全市居民做好供暖服务工作。

所有这些工作，归根结底都是确保
供热系统能够正常、稳定、安全运行，进
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供热获得感、幸福
感、满意度，保障全市居民温暖过冬，让
我们更好更稳地挑起群众赋予的“热担
子”。

对我们供热工作来说，这是最基本
的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口述/王宏伟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出其不意”的提前供暖通知

“11月8日，全省供热企业提前点火试运
行。”

2018 年 11 月 7日，农历立冬。当天上午 9
时许，这样一则信息传到石家庄市供热事务
中心。很快，这个消息便以正式文件形式下达。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供热中心一下子热
闹起来了，然后就听见大家各种打电话，召集
各区供热主管部门、主要热源企业马上赶来
会商。”谈起四年多前那个“意外”的上午，石
家庄市供热事务中心总工程师王宏伟的语速
不自觉地快了起来。

“虽说消息来得急，其实我们也清楚是为
什么。”王宏伟起身从办公室的柜子里拿出一
个文件夹，取出三张报纸——

这是三张 2018年的《河北日报》，日期分
别是 11月 5日、11月 6日、11月 7日。在每份
报纸上，都有一条用红笔圈出的“豆腐块”消
息——《今起三天全省大部地区气温下降3℃
至 6℃》《今明我省最低气温下降 4℃至 6℃》

《今明我省南部部分地区有雨》。
三天里，省气象台持续发出降温预警。

“2018 年的 11 月 7 日恰好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立冬。在气象学上，立冬过后，北方冷空
气具有较强的势力，常形成大风、降温并伴有
雨雪的寒潮天气。”王宏伟解释，正是针对降
温和气候条件的变化，为保障广大群众温暖
过冬，2018 年 11 月 8 日，河北省委、省政府紧
急部署，要求供热企业提前点火试运行。

但突如其来的“提前供暖”，却给供热系
统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一般情况下，按照11月15日的法定供热
时间，供热企业在 11 月初进行户内测试，在
11 月 10 日左右完成注水，13 日左右升温，15
日开始供热。

事实上，根据此前和气象专家的三轮气
象会商结果，石家庄市已经对供暖系统的运
行安排进行了调整：11 月 1 日所有供暖设施
完成注水和冷态试运行，7日一次网升温，8日
二次网升温，10日零时带热试运行，15日开始
正常供热。

但令王宏伟没想到的是，省里的安排比
他们的计划还要提前两天。

“热源厂从上料、点火到烘炉，至少需要
18个小时。特别是远郊的西柏坡废热入市工
程，热源要从45公里外引入城区，为保证地下
供热管网的安全，避免热胀冷缩造成管网及
补偿器故障，长输供热管网热水升温每小时
不超过 3 摄氏度，管网循环水从 10 几摄氏度
升到能向用户供热的65℃左右，需要20多个
小时……”

王宏伟介绍，当时石家庄市供热系统的
热源主要包括燃气供热系统和热电联产供热
系统。提前供热的最大难点来自热电联产供
热系统。“更难的是，只有发电才能产生热，多
送热就要多发电，而上网发电量、电厂的几号
炉点火等，涉及电网调度，都需要提前申请走
程序。”

王宏伟坦言，“乍一听要提前，肯定有一
定的畏难情绪。但我们也明白，这是关系到
群众生活的实事好事，再难也要无条件执行。”

就这样，在接到提前供暖消息后，石家庄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召集各区供
热主管部门、主要热源企业进行动员，并组织
供热专家、各企业对供热系统如何点火、如何
升温进行了研判、会商，重点对西柏坡废热入
市工程热源、热网、供热企业的联动机制进行
了明确。

“为了赶时间，我们商定两条腿走路，一
边点火烘炉，一边临时用热电厂发电机组里
现有的好的高品质蒸汽供热。”王宏伟说。

随着时间进入倒计时，冰冷的供热网络
逐渐开始升温——

7 日中午，热电联产企业开始对管网
升温；

7日晚上，升温后的水从电厂通过长距离
输配线流向各供热企业；

8 日下午，燃气锅炉供热企业点火运
行……

巨大的供热管网如同一棵枝干繁茂的大
树，“暖流”一点点从主干向枝叶末端延伸。

与此同时，冷空气一路南侵，加速向华北
平原推移。

2018 年 11 月 8 日晚，全市 98%区域实现
带热试运行。

2018年11月9日，降温如约而至，很多人
自发地在微信朋友圈晒暖图，引来网络上一
波波对“温暖河北”的点赞。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河北根据天气变
化，连续四年在全省范围内提前供暖。

“看天供暖”在河北开始成为常态。

“不是在供暖，就是在保障供
暖的路上”

2018 年 11 月 8 日，“暖流”终于按要求提
前进入千家万户。

照一般人的想法，暖供上了，王宏伟他们
应该可以喘口气了。事实上，这位石家庄市
供热事务中心应急抢修负责人，却即将迎来
一年中最紧张、繁忙的时刻。

王宏伟介绍，供热初期由于设备刚开始
投用，热胀冷缩，跑冒滴漏事故较为集中，尤其
是供暖初期 10天左右，是管网跑冒滴漏事故
和设备故障最多的时间，供热设施故障、居民
家中的采暖问题90%以上集中在这一时间段。

“一旦出现问题，就不是几个单元几户的
事。”因此，供暖初期，供热中心全体干部职
工、各企业的运维保障人员基本上都吃住在
单位或小区热力站，全力解决各种突发问题，
保障每家每户都能尽快达标采暖。

不仅是供热初期，事实上，为保证供热质
量，供热人会对供热设施在不供暖的时间密
集开展检修改造等工作。

“在旁人眼里，供热公司都是‘干半年，歇
半年’，或者是‘忙一冬，歇三季’。其实每年
采暖季结束后，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王宏伟解释，管网设计年限一般是 25年
至 30 年，但实际使用中，15 年时便开始出故
障。为此，每年在供暖季结束后，供热行业都
要用长达多半年的时间对管网进行“冬病夏
治”，对问题管网进行检修、改造，以确保来年
采暖季的正常运行。

“石家庄这几年持续大力度推进老旧管
网改造，更是时间紧任务重！”王宏伟说。

四年里，石家庄市已集中对跑冒滴漏严
重，存在安全隐患、影响供热稳定和质量的老
旧供热管网进行了集中改造，共完成供热老
旧管网改造1517.43公里。

提前供暖，让本不宽裕的时间变得更加
紧张。

“现在我们的供暖基本都是提前半个月，
延后半个月，供暖时间加起来5个月，留给‘冬
病夏治’的时间只有7个月。”

据介绍，供热主管网主要由石家庄市供
热事务中心进行整体规划，涉及的改造维护，
一般提前两年就制定相关计划，时间相对宽
裕。但老旧管网改造工作的实施主体是各供
热企业，由他们具体负责改造资金筹集、项目
实施工作。而这些管网以央企管理为主，管
网的问题大部分暴露在采暖季。采暖季结束
后，各企业再根据管网运行中出现的实际问
题，进行汇总、打包，先上报给央企总部立项，
再通过招标确定施工单位和主材供应商。

“这一串流程走下来，可能到 6月份还开
不了工。”

2020—2021 采暖季，是王宏伟印象中工
期最紧张的采暖季。

这个供暖季首次将供暖时间提前至11月
1日，比正常供暖日期整整提前了半个月。当
年的老旧管网改造任务达180多公里。10月

下旬，改造工程还在紧张进行。为了保障能
够在 11 月 1 日按时供暖，最后只能先实施管
网联通，先调试验收通水，管沟回填、路面修
复等只能等到供热后再实施。

“当时不管怎么说是按时供暖了，但总感
觉不是那么完美，也鞭策我们要把困难想在
前面，把工作做得更实更细。”王宏伟介绍，在
今后管网改造工程，会通过进一步优化工程
建设方案，提前谋划，实施过程中流水作业、
倒排工期等方式，每年在9月底完成管网主体
建设，实现水通，为供暖提前留出越来越足的
时间富余量。

现在的石家庄已经进入盛夏，但在各热
源厂、热力站和很多小区，供热公司的工人们
已经在冒着炎炎烈日对老旧管网“冬病夏治”。

王宏伟介绍，2022年，石家庄市将进一步
加大老旧供热管网的改造力度——计划完成
45公里供热老旧管网改造；配合老旧小区改
造，完成17个小区36万平方米供热设施的更
新或消缺改造；同时，对滚动产生的老旧管网
即有即改、应改尽改，确保供热管网大故障少
出，小问题不出，保障供热安全。

“现在有 9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今年的施
工进度比往年理想。”

供暖质量逐年上升

“你好，这里是石家庄市供热事务中心，
您之前的供热投诉有没有解决？”

2018年11月20日，王宏伟对照着供热投
诉记录，拨通了第一个投诉回访电话。

当时，像他这样的“接线员”，还有石家庄
市供热事务中心的十多位各科室负责人。

“2018年是我省提前供暖的第一年，也是
我们的供热服务和供热质量有明显提升、群
众满意度比较高的一年。”

王宏伟介绍，当时的供暖投诉电话是直
接打到石家庄市供热事务中心的，2018 年供
暖初期，电话曾一度“被打爆”，“每天多的时
候一两千个，少的时候也有四五百个”。但当
中心将这些投诉信息反馈给居委会、供暖企
业后，他们核实汇总上报的数据却显示，“这
些用户家中的供热温度95%以上都在18度以
上”。

明明已经达标，群众为何
还是不满意？为了迅速搞清
楚这其中的缘由，石家庄市供
热事务中心全员上阵，决定让
各科室业务主管打回访电话，
以便了解和研判群众对供暖
的真实诉求。

一连串回访电话打下来，
王宏伟他们发现了一个此前
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很多
投诉来自老旧小区，这些小区
普遍老人和孩子特别多，由于
老旧小区供热管道老，热耗损
严重，外加房屋保温差，供暖
后的 18 度达标室温，对老人
和孩子来说还是不够暖和。

了解到这些现实情况后，
在实际供热中，尤其是在老旧
小区密集的区域，供热中心要
求各供热企业在计算采暖负
荷和运行负荷的时候，加大热

能供给，室温按不低于20度计算，从而保证老
旧建筑的室内温度也能达到20度左右。

“河北连续四年提前供暖，没有增加百姓
取暖费用。但供暖质量不仅没有因为成本的
增加而下降，反而是逐年上升的。”王宏伟满
是自豪。

王宏伟解释说，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供热指挥调度的“大脑”——智慧化和科学精
准管理机制的一步步完善。

2018 年，石家庄重点打造了智慧热网系
统，在试点小区增设了二次网水力平衡调节
系统，与热力站自控系统后台数据交换、联动
控制，可实现二次网及热用户的“平衡调节、
精准供热”，既保证了远端用户供热效果，又
有效避免近端用户室温过高、热源浪费现象，
降低生产成本。

不仅如此，石家庄市还率先建成全国首
家城市级供热智慧信息平台，实现了 24小时
不间断对全市热源、热力站、典型用户室内温
度进行监测、分析，对系统预警和用户的投诉
举报，及时妥善处置。

2021 年，以关注居民家中室温为核心，
多主体协同管理、供热问题及时处置、供热
设施“冬病夏治”、强化对企业考核奖优罚劣
等管理机制为基础的石家庄冬季供热管理
运行模式得到了省委、省政府认可，并在全
省推广。

一路走来，是一连串“温暖”的数据变化：
2019-2020采暖季，投诉电话变得“安静”

很多，供热初期投诉电话同比下降60%；
2021-2022采暖季，全市5万套宅温采集

器采集到的平均供热温度达 22.6℃，供热质
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解决供热难题，得益于网络与大数据技
术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把群众冷暖真正放
在心上的‘真情驱动’。”回想这四年的提前供
暖，王宏伟说，每年都有每年的困难，甚至很
多都是从来没有遇到的、不可控的新情况，但
办法最终还是比困难多。

煤炭等能源涨价，是 2021-2022 年采暖
季面临的新的巨大挑战。

“石家庄市城区热价是在2008年制定的，
当时煤价是 572元/吨。”王宏伟介绍，但刚过
去的采暖季，标煤的价格最高时超过了 2500
元/吨，大部分时间在每吨1200元左右。“燃煤
成本翻了一倍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供热质量，石家庄
市供热事务中心对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
模式进行创新，采取了多项措施。

为避免个别供热企业在供热质量上打折
扣，2022 年石家庄市供热事务中心对主城区
热电联产供热系统实行集中运行调度，各热
源厂每天要向下游供多少热不再由供热企业
和热源厂说了算，而是由供热中心和各企业
共同成立的调度小组通过科学计算确定。同
时，要求各热源单位每日报送燃料及辅料的
进场、消耗、库存情况，热源厂库存一旦低于
15天，就发布预警提示，并积极帮助热源厂跑
办煤、气等采购、供应等。

“从边行动边不断解决困难，到在解决困
难中建立常态化机制，四年来连续提前供暖
的实践说明，千难万难，心中有老百姓的冷暖
就不难，就能完成好让广大群众真心点赞的
民心工程。”王宏伟表示。

2018年冬天，河北“暖冬”提前到来——11月8日，全省供热企业提前点火试运行，比往年提前一周进入供暖季。
从这一年开始，河北根据天气变化，连续四年在全省范围内提前供暖、连续三年延长供暖。
四年来，“暖冬”成为受到河北群众广泛点赞的民心工程，也倾注着像王宏伟一样数万名供热人的心血和汗水。
作为石家庄市供热事务中心总工程师，王宏伟如何见证着“看天供暖”在河北走向常态化？“提前供暖”给他的工作

带来了哪些挑战？王宏伟：
2018，“河北暖冬”跑赢寒流

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王宏伟（中）对西柏坡电厂废热入市工程鹿泉区李村1号泵站工程建设进行督导。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石家庄供热人在非供暖季对供热设施实施检修石家庄供热人在非供暖季对供热设施实施检修。。事实上事实上，，每每
年在供暖季结束后年在供暖季结束后，，供热行业都要用长达多半年的时间供热行业都要用长达多半年的时间，，对管网对管网
进行进行““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以确保下个采暖季的正常运行以确保下个采暖季的正常运行。。 王宏伟供图王宏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