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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晚7时，92岁高龄、曾任原东北电业管理局档案科科
长的王忠民手中紧紧握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史——辽宁
卷》站在自家窗前。窗外夜幕降临，夜色中的沈阳城却并没有沉
睡，宽阔的街道上车辆川流不息，街道两侧灯火辉煌，眼望着流光

溢彩的城市夜景，王忠民不禁发出感慨，“有了一代又一代辽电人艰苦创业
的辛劳与荣耀，才换来了今天壮丽城市、美好乡村万家灯火的璀璨。”

随着老人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史——辽宁卷》，我们与王忠
民的思绪一同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成立70年来，辽宁电网
发展紧跟时代步伐，主动对接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辽宁电力人在推动
辽宁电网建设、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诸多成就，树立了责任央
企的良好形象，如今，他们正在落实国家电网“三型两网、世界一流”新时代战
略目标，推动辽宁经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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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王店村干了近 20 年，和过去相
比，村里的设施农业发展很快，外地企业也
到这里落了户，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这一
切，离不开电业局的优质服务和农网改造。”
6月初，大连市王店村村书记于晓东将两面
锦旗送到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国网大连
供电公司为该地区新建 80 千伏安变台一
座，保障了果树灌溉作业顺利进行，升级315
千伏安变压器两台，为灵芝养殖提供了有力
的电力支撑，自此，经济发展迟滞落后的低
收入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农网改造升级为
地区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电力引擎”。

正是由于这一件件“人民电业为人民”

的事件积累，今年 6月 25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辽宁
实践”为主题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辽
宁专场新闻发布会。2019年一季度，辽宁省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548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这是 17 个季度以来辽宁经济首次重
返6%以上增速，自此，辽宁经济走出了最困
难的时期，而这一组组实实在在的数据背后
都是辽宁电力人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在推进辽中、辽西、辽南三大环网建设
的同时，国网辽宁电力实施城农网统一规划
建设，促进各电压等级电网和电网与电源协
调发展，提高城网 10 千伏互供转带能力解

决配电网薄弱问题，扎实推进新一轮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建设，深入开展农网“低电压”、
过负荷治理，解决了数十万用户“低电压”问
题。在“十三五”期间，农网升级改造完成投
资 160.3 亿元，惠及 149 万农村人口，“村村
通动力电工程”完成1160个自然村改造，完
成 21317 眼农电机井通电。他们践行企业
社会责任，全力服务民生工程，截至2018年
末，220千伏沈大、沈丹、京沈客专、锦阜高、
锦承线等电铁供电工程全面建成，种种努
力，树立了国网辽宁电力责任央企的良好社
会形象。

位于辽宁西部的阜新，当城市出现煤炭

资源枯竭的不利局面时，国网辽宁电力积极
协助地方政府探索寻找城市发展方向，针对
该地区新能源风能、光能丰富的实际，将阜
新电网的富余电力送出至扎鲁特换流站，通
过鲁固直流输送到山东，有效解决了风电、
光伏等清洁能源“窝电”问题。在辽宁经济
逐渐步入快车道的同时，国网辽宁电力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多措并举促进清洁
能源发展。在全力推动辽宁三大环网建设
的基础上，国网辽宁电力还建成了目前国内
唯一实现规模集风、光、水、火、核、储能、储
热技术于一体的协调调度的省级电网。

2018年，清洁能源消纳实现新突破，全年辽
宁电网清洁能源发电量539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22%，清洁能源发电占全省总发电量的
28%，同比增长3.3个百分点。

弹指之间，辽宁电网人跨越千山万水，
踏遍千家万户，道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
苦，一座座变电站拔地而起，一座座铁塔直
冲蓝天，一条条线路横亘于辽沈大地，为城
市建设、新农村发展提供着不竭动力，在推
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充分
发挥责任央企的担当作用，我们已经看到，
最美的风景，总是在前方。

顾 波

羊毫遒劲谱新篇

践行央企责任担当 构建坚强智能电网
——辽宁电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70年峥嵘岁月稠。新中国成立后，百
废待兴，百业待举，此时的辽宁承担起了新
中国建设、振兴与发展的重任。面对旧中
国电业的满目疮痍，辽宁电力战线的广大
干部职工掀起了以设备整修为中心工作的
恢复电力生产建设热潮。经过三年恢复时
期，全部恢复原有40余万千瓦发电机组铭
牌出力，新建机组 6.9 万千瓦、输电线路
1105 千米、变电容量 37.2 万千伏安。到
1952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新中国成立初
期增长了280%，电力系统的迅速恢复促进
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作为“一五”计划时期国家156项重点
建设工程之一，辽宁电力人仅用半年时
间，就于 1954年 1月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自
行设计施工的跨省长距离 220 千伏输电
线路——松（丰满）东（虎石台）李（李石
寨）线路。1956 年 5 月，辽宁还建成投运
了国内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大型变电
所——虎石台变电所。在推动电网建设
的同时，电源建设也得到迅猛发展，1952
年至 1954 年，辽宁在阜新、抚顺发电厂分
别安装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台 2.5万
千瓦和 5 万千瓦机组，该项工作受到中共

中央办公厅的贺电嘉勉……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

地，辽宁电力人紧紧抓住改革开放这一良
机。1979年11月，国内首条电压等级最高、
自行设计施工、安装全套国产设备的500千伏
线路——元（元宝山）锦（锦州）辽（辽阳）海

（海城）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在辽宁开工。工程
历时6年，于1985年建成投运。其间，辽宁电
网还于1984年建成当时全国最大的火力发
电厂——130万千瓦清河发电厂。时任原东
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元锦辽海线路工
程电网调度总指挥的金玉声说，这一个又一
个“第一”的背后，记录着几代辽宁电力人在
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艰辛奋斗的历程。

光阴飞逝，十年一剑。经过改革开放
十年的发展历程，辽宁省经济快速发展。

“五五”至“七五”计划期间，辽宁电网装机
总量迅速增长，装机、发电较 1980 年翻了
一番。经纬已经绘就，服务仍在进取，到
1990年末，辽宁电网已成为发电设备容量
为 851.63 万千瓦，500 千伏线路为骨干，
220 千伏线路为主体网架，电压等级涵盖
500千伏、220千伏、66千伏、10千伏的当时
国内最大的省级电网。

纵横经纬绘蓝图

70 年斗转星移。20 世纪八十年代中
后期至 21 世纪初，针对当时一度存在的缺
电局面，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能源、
交通建设要以电力为中心，电力必须先
行。这期间，辽宁电网在深化改革中全面
完成了“七五”“八五”“九五”三个五年计
划任务，确保了全省电力工业实现了持续
稳定快速发展。

2001 年至 2010 年，辽宁电网建设致力
于全面融入“北电南送、西电东送”东北电网
联网。“截至 2012 年末，辽宁电网与外网间
已建成5个500千伏联系通道，承担吉林、黑
龙江及内蒙古东部电能接纳工作，同时，通
过 500 千伏高岭换流站向华北送电。”国网
辽宁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一处处长王勇说。

进入 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
战略，国网辽宁电力紧跟时代步伐，启动了
建设坚强智能电网的攻坚战。

翻看辽宁电网发展图集，根据电源荷布
局及网架结构，辽宁电网分为中、西、南三大
系统。国网辽宁电力结合地区发展实际，以
强化500千伏、优化220千伏、简化66千伏电

网，完善中低压配电网为核心，加快发展辽
中、稳步加强辽西、不断完善辽南电网，专注
三大环网建设。

在辽宁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一带五
基地”建设，启动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
经济区、突破辽西北、沈抚新区和县域经济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号召下，辽宁电力人在
渤海岸边、长白山支脉，以地当纸、铁塔作
笔、汗水为墨，织就了一张又一张电网快速
发展的美好锦绣。

2016 年，初步建成以辽宁中部内外层
双环网为核心的500千伏主干网架；2017年
9月，500千伏程渤二线投运，辽宁中部双环
网的外环全面形成；2018 年 9 月，500 千伏
张唐二线投运，辽宁中部双环网的内环全
面形成。

在辽宁西部，国网辽宁电力结合绥中
电厂部分机组、元宝山电厂改接华北电网，
积极拓展“辽电外送”思路。时间回溯到
2010 年 9 月 18 日，辽宁—内蒙古东部电网
间的 220 千伏联络线宁奎线奎德素变侧开
关解环，辽宁省间 500/220千伏电磁环网解
环运行，由500千伏线路组成的省间受电格

局正式形成。“十二五”末期，一项国家关注
的重点工程项目摆在眼前，2015 年 8 月，辽
电人仅用半年时间就将绥中电厂3号和4号
机组改接至华北电网，东北向华北输送能力
由 300 万千瓦提高至 500 万千瓦电力，北电
南送步伐加快。随后，2018 年 6 月，通过新
增两回省间输电通道，500千伏高宽一线、二
线的投运标志着辽宁西部 500 千伏主网架
环网全面形成。

飞速发展的还有辽宁南部电网。2011
年3月，大连电网220千伏系统开始实施南、
北分区运行，彻底解决了短路电流超标问
题。2015年，国网辽宁电力推进核瓦线、南
燕线等顺利投产，保障了红沿河核电、燕山
湖电厂等电源按期送出的需要。2018年，辽
宁电网建设再次提速升级，全面建成大连受
端两个环网。

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事例正在我们身边发
生，放眼辽沈大地，重大项目飞速崛起。德国
宝马在沈阳增资30亿欧元建设新工厂；大连
恒力石化 2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全面投
产……辽宁电网建设速度不断加快，有力助
推了辽宁经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玉水如梭织锦绣

国网辽宁电力员工正在进行线路通道检查及铁塔螺栓紧固。 魏 强 摄

朝阳500千伏利州变电站。 苏 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