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星电力

抗击洪峰 尽职担当
——明星电力公司奋战“7·11”保电保水保行洪纪实

7 月 11 日，市防汛指挥部预计当日晚 20

时左右，流量为 19000-20000m3/s 的洪峰将抵

达涪江遂宁黄连沱段，形势异常严峻。明星

电力公司拥有电力用户 60 余万户，自来水用

户 20 余万户，公司所属三星、过军渡水电站

肩负防洪度汛重担。安全保电保水保行洪，

是政治任务、社会责任，是政府要求、百姓需

求，也是对公司应急体系、水工建筑、设施设

备、专业队伍、优质服务的综合考验。

听指挥 勇担当
抗洪抢险与时间赛跑

灾情来临，抢险保供是一场与时间的赛

跑，需要的是谋定而后动的勇气，专业和高

效缺一不可。

接到预警后，明星电力公司董事长秦怀

平，明星电力公司防汛指挥部指挥长、总经

理向道泉立即组织召开主持防洪抢险紧急

会议，部署防汛抢险工作。秦怀平、向道泉

要求，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上下同心、严防

死守，全力抗洪抢险；所有高管不得离开公

司，所有在岗人员不得请假；指挥部成员、公

司高管分别蹲点渠河公司、调控中心、自来

水公司、发电公司等抗洪抢险重点单位，靠

前指挥，现场组织、督导抗洪抢险前期物资、

人员、机具、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工作。

防洪抢险紧急会议后，公司领导立即奔

赴一线，与基层单位、一线职工共同坚守在

抗洪抢险最前沿，他们身穿抢险服、救生衣，

辗转于水电站大坝、发电厂、自来水厂、渠河

工段、电力抢险现场，他们是一线的指挥者、

洪水水位的观察员、大坝行洪的瞭望人、水

质安全的监测工。累了，席地而坐；困了，站

起来继续奔忙；渴了，喝一口矿泉水……险

情不退，他们不休。

在这支指挥若定、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队

伍的带领下，全体明星人众志成城、攻坚克难。

强执行 抢重点
激战36小时保行洪

渠河公司应急抢险队伍到各工作点值

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调节闸门提升高度，

随着水位持续上涨，将每小时通报水位情

况，临时调整为每半小时通报一次，为下游

行洪提供可靠信息；加强夜巡排查渠道隐

患，7 月 12 日凌晨 1:30，夜巡发现小坝三社一

处涵洞漏水，洪水翻堤倒灌，小坝村将出现

严重内涝，影响村民正常生活和安全出行。

抢险人员立即就位，在湍急、浑浊还夹杂着

漂浮的各色垃圾和难闻的腥臭味的漫过他

们胸膛的洪水中，借着应急光源，摸索试探

堵漏，解除小坝村内涝危机。

发电分公司发出防洪紧急动员令，要求

所有运维、闸坝值守、水工巡视人员回站防

洪，同时安排了防洪设备设施检查调试、检

修班分赴各站配合防洪等工作，各水电站紧

急加装应急照明，便于夜间观察水情。各水

电站严格执行市防洪办水调命令，于 7 月 10
日 20 时 30 分、21 时 25 分对过军渡、三星水

电站实行机组全停。23 时 22 分，过军渡、三

星水电站单孔闸门分别最高提升 8 米、11
米，为洪峰到来提前腾空库容。随着水位迅

速抬升，11 日 6 时 15 分，过军渡单孔闸门提

至最高 15 米；11 时 17 分，三星站单孔闸门提

至最高 18 米，过军渡、三星电站开启全行洪

模式。提前腾库为行洪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有效缓解洪峰过境时大坝行洪压力，削弱了

特大洪水对水工建筑物的冲刷力度，不仅使

洪峰顺利过境，也有效保障了渠、坝、闸和电

站安全。

建于 1958 年的龙凤水电站，因地势低

洼，历年来，都是重点防内涝部位。本次特

大洪水来势迅猛，发电分公司组织近 30 人的

抢险小分队，在龙凤水电站厂大门处安装挡

水闸板。他们争分夺秒，经过 12 小时的奋

战，挡水闸板从无到有，滴水不漏。12 日凌

晨 5 时，龙凤水电站挡水闸板以外的厂区全

部被淹，而墙内的机组完好如初。

重预防 保安全
水质不达标不出厂

针对今夏严峻的防洪保供形势，7 月 7
日，市委书记邵革军来到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第二水厂，详细询问水厂生产流程、制水工

艺、运行参数以及供水系统运行调度等情况，

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强化内部管理，健全完善

规章制度，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要站

在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高度，切实增强工作

责任感，加大对供水设施的检查维护和水质

监测力度，做好处置各种故障和事故的应急

预案，全力确保城市供水安全、优质、充足。

按照邵书记要求，明星自来水公司迅速

对制水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分析各水厂设备

现状，挖掘制水潜能，并研究决定对一水厂

设备实施更新，提高取水制水能力。方案确

定后，备用设备物资立即就位，抢修员工加

班加点，仅 3 天时间就完成了正常情况下需

10 天才能做完的取水泵和电动蝶阀整体更

换工作，为明星自来水公司应对“7.11”高浊

度水提供了取水设备保障。

洪水来袭，明星自来水公司干部职工连

续值守制水现场，加强设备运行维护，坚持

每小时对原水浊度和出厂水质进行检测，保

证出厂水质达标，并尽最大能力保证供应充

足。直至 12 日洪峰过后，涪江原水浊度保持

在 13000NTU-15000NTU 超高值，高出正常值

100 多倍，取水异常困难，自来水厂不得不在

告知用户后，实行欠压运行、局部停水。同

时，积极对有送水需求的用户开展送水服

务，累计送水 80 余吨。

早研判 勤巡查
科学抗灾保供电

黄连沱渠河取水口是洪水最早可能涌

入主城区的生命线，你也许不知道洪峰袭

来，这里的水位有多高？但在这里值守、战

备的明星人知道——凌晨 2 点，公司董事长

和渠河一线职工“钉”在这里。

你可能没亲身感受到向过军渡、三星水

电站大坝汹涌而来的洪水有多猛？在彻夜

值守大坝的明星公司领导和职工清楚——

泄洪成败，事关百姓安危、库区和水电站数

亿元国有资产安全。

289.94 米，290.16 米，290.26 米……，洪峰

抵近，渠河黄连沱闸前水位持续提升，最高

达 到 290.82 米 ，距 1981 年 洪 水 水 位 仅 1.68
米！每一次水情通报都牵动着近千名参战

明星人的心。

公司在 11 日上午召开的防洪抢险紧急

会上，还研判部署了一项重要工作：为保证

大坝行洪，公司发电机组全停，须调整网络

运行方式，协调国家电网遂宁供电公司，解

决明星电力公司供区将出现的 12.58 万千瓦

的发电负荷缺口。此项工作有力有效保证

了灾害天气供区电力供应。

一方面是科学抗灾、主动避险，洪水威

胁到哪里，应急停电就实施到哪里——涪江

过境之处，船山供电分公司党员干部职工身

着橙色抢险服，奔波在市城区的大街小巷，

沿江巡视。当巡视发现圣平岛堤坝在洪峰

过境出现垮塌，危及沿线电力设备时，公司

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对圣平岛实施应急停

电。专业抢修、消缺复电，洪水退到哪里，电

力供应就恢复到哪里——待洪水减退，共产

党员突击队立即乘坐冲锋舟上岛抢修，1296
户居民恢复供电。截至 7 月 17 日，供区内受

损的公、专变 183 台已完成抢修，8200 余户

因洪水影响停电的居民供电全部恢复。

这，是人民电业为人民的生动实践。

快播报 保稳定
服务至上共保家园

灾情来临，明星电力公司第一时间向市

委、市政府、市防洪办、市应急办等报告公司

抗洪抢险相关工作。明星电力公司微信工

作群使工作效率成倍提升，上级要求、工作

安排、一线快讯、抢险图片、现场小视频……

从四面八方快速汇集，公司收集、归类整理

实时信息，根据需要分发至相关部门、外部

媒体。运用一切资源 ，及时向广大用户通

报保电保水行洪情况。

明星自来水公司高浊度原水致部分区

域欠压运行，船山公司应急避险拉闸限电等

影响电水供应的应急措施，均通过公司营销

短信、新媒体平台发布官方信息，准确说明

原因；“明星电力”公众号每天发布公司抗洪

抢险、供电供水信息，让用户近距离知晓最

新消息，并通过留言区与用户互动、答疑；

962501 服务热线 24 小时在线答疑；客户服务

经理做好与社区居民、企业用户的面对面沟

通；积极配合市级主流媒体深入公司抗洪抢

险、生产保供一线采访报道。 11 日-12 日，

明星电力公司通过“直播遂宁—洪峰过境实

时播报”栏目，运用主流媒体及时播报官方

最新消息。全方位、多渠道的与用户、市民

建立信息沟通渠道，提醒用户提前做好应对

准备。

通过内外媒体合作、线上线下共振，让

明星电力公司防洪抢险工作得到市民的关

注认可、理解支持，形成了共克时艰的战斗

合力。网民留言“当水和电融入我们的生活

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往往会忽略在这个习

惯背后默默付出的你们。”“面对这样的挑

战，我家没停水没停电，作为一名普通市民，

真心为遂宁明星人点赞！”……

讲政治 保民生
旗帜鲜明为民坚守

在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公司组织

救灾小分队千里驰援；

在 2010 年 1 月 31 日遂宁磨溪地震中，公

司抢修员工不舍昼夜，为民保电；

在 2010 年 7 月遂宁迎战大洪水时，明星

人使命在身，义无反顾走在抢险救灾第一

线。

多年来，明星公司始终把服务党和政府

工作大局，致力电水要素保障挺在前面，锤

炼出一支讲政治、勇担当、能打硬仗的电力

铁军。在“7.11”大灾大难面前，他们以更高

的政治站位，不忘使命担当，彰显家国情怀，

在遂州大地上，留下坚实步履。

除了值守现场的党员干部职工，公司党

委还组建了 200 人的共产党员突击队，队旗

醒目悬挂在自来水厂监控室、渠河公司集控

室、水电站大坝；队旗高高飘扬在供电抢修、

物资供给的泥泞小路上；队旗温暖展开在关

怀慰问的防洪保供现场。鲜艳的队旗虽静

默不语，共产党员突击队的名字，却在每一

位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明星人心里，越

发的重若千斤，就像听见冲锋号的战士，让

为民坚守、为民而战的信念更加强烈；让平

稳行洪、保卫电网、安全制水的士气更加高

涨。因此，洪峰过境的 30 余小时，他们不眠

不休，众志成城，彻夜坚守；洪峰过境后，他

们仍然枕戈待旦，持续备战！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明星电力公司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协力迎战

大洪水，有力有效保障防洪重点区域安全，

坚守“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办企初心，用专业

高效的应急反应、敬业担当的抗洪保供、亲

民贴心的服务提醒，赢得了民心和口碑，成

为了党和政府值得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了

执行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让

明星电力“你用电用水，我用心用情”服务承

诺更加掷地有声、深入人心。

人民电业为人民！“明星”一直在路上！

7 月 13 日下午 3 点过，船山供电公司的职工在

抢修现场吃上午饭。

7 月 11 日船山供电共产党员突击队进行沿江巡

查、预警，及时对低洼淹没区的供电台区拉闸避险，

保护群众人身安全。

7月11日晚，公司领导分片蹲守各防洪工作要点。图为自来水公司水务调度室。

7 月 12 日下午，电力职工乘坐冲锋舟前往圣平

岛抢修。

7 月 13 日抢修老池电力设施，图为电力职工运

送工器具。

■本版文图 滕德辉 曾丽佳 唐代莉 鲍明寿

你用电用水
我用心用情

04 综合

7 月上旬，涪江流域
暴雨成灾，11日，涪江干
流出现 50年一遇的特大
洪水。洪峰袭来，黄连沱
闸前水位直逼 1981 年峰
值，观音湖库区、过军渡
大坝、三星水电站置于风
口浪尖；70万市民的生命
之水、27公里南北堰引水
渠 安 全 备 受 各 方 瞩 目
……明星电力人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下，沉着冷
静、众志成城、专业应对，
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

7 月 10 日 20 时 30 分，过军渡按命令实行机组全停全力开闸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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