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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煤电企业的环保排放
要求越来越严,污染物处理费用不断提高。同时国家及各大能源公司开始大力推广绿色能源在发电行业
的占比,导致燃煤机组年利用小时数逐年下滑,煤电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如何更好的做好煤电机
组的安全、经济、稳定、高效运行成为电厂生产管理的重中之重。本文结合火电企业的运行模式及运
行管理相关经验,对如何做好电厂以运行为激活点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为进一步开拓电厂
安全生产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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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 being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the 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mission of coal power enterpris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ict, and the
cost of pollutant treatment is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e and major energy companies began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proportion of green energy in the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resulting in the annual
utilization hours of coal-fired units declin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living space of coal-fired power enterprises
was constantly compressed. How to do a better job in the safe, economic, stabl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coal-fired units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power plant production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operation mode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thermal power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of power plant operation behavior activation poi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for further developing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of power plant.
[Key words] operation management; Activation point;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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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经济、高效的运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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