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电业的起源］
建成北京第一条33千伏输电线

1906年， 冯恕、 史履晋、 蒋式惺三人在北京前门
西建设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前门西城根发电
厂，开始正式向北京城供电。 其“不收官银一股，不借外
债一文”， 是中国第一家纯粹民营资本的电力企业。

1919年8月， 华商电灯公司选定北京西郊的广宁村
建设石景山发电分厂， 附近为号称北平 “母亲河” 的
永定河， 西边是盛产煤矿的门头沟， 建厂条件优越。
由此， 中国民族电力工业宣告诞生。

石景山发电分厂首台汽轮发电机组容量为2000千
瓦， 于1921年10月建成， 1922年2月通过石景山至前门
的北京第一条33千伏输电线路向城区送电。 石电从此
开始了与北京市民的百年供电历程。

［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
坚持斗争， 为新中国首都供电

1937年 “七七事变” 后， 北平沦陷。 日本侵略军
占领华北。 为掠夺我国电力资源， 强行收购华商电灯
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 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宣告解
散， 石景山发电分厂改称北平发电所。

与此同时， 石电的党组织不断发展， 1938年6月，
在中国共产党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领导下， 石景山发
电分厂第一个党支部成立， 蒋繁柽任支部书记， 红色
思潮开始在石电涌动。 1943年起， 石电又相继成立了
第二与第三党支部， 党员队伍进一步壮大。

1946年， 日本投降后， 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接管电业， 成立冀北电力公司， 北京发电所改名为北
平发电所， 总装机容量5.5万千瓦。 因设备陈旧、 技术
落后， 长期疏于维修保养， 加之政府管理混乱， 事故
发生率只增不减， 市民讥喻为 “黑暗公司”。

1948年10月下旬， 为加强对石电的控制， 国民党
军调来加强连驻厂。 同年12月12日， 唐山电厂解放的
消息传到了石电， 为了迎接解放， 石电职工自发组成
护厂队， 建立了合法的斗争形式。

1948年12月15日， 8名解放军战士潜入石电， 在护
厂队和厂里11名地下党员的掩护下， 成功占领电厂最
高点， 架起机枪， 对国民党驻军形成强有力的压制。
国民党军不得不撤出电厂， 转移至对面的黑山头， 向
电厂方向架起枪炮， 与解放军的八勇士形成对峙。 12
月16日清晨， 解放军主力部队打到了石景山， 与电厂
里的八勇士前后夹击 ， 攻下了黑山头上的国民党守
军。 下午14时， 八勇士与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成功从
国民党军手中解放石电， 标志着石景山地区的解放，
这也是解放北京城重要的一场战役。

1949年7月16日， 中共石电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公开党的组织， 并邀请100多名党外群众参加。 会议宣
布了党员名单， 介绍了党支部成长史， 选举产生了支
部委员会 。 党组织的公开 ， 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
响， 党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当时北平城区尚未解放， 北平城内外一片漆黑，
120万市民生活陷入困境。 恢复电力是人民的生存需
求， 但是由于铁路中断， 导致煤炭无法进行运输。 为
了解决煤的问题， 石电工人们来到储煤场， 经过七天
奋战， 共挖出积煤三千余吨， 解决了煤源问题。 8天
后， 石电恢复生产， 这三千吨煤一直坚持到北平和平
解放铁路恢复之后运煤火车的到来。

石电的六号汽轮发电机， 是厂里单机容量最大的

一台。 1949年9月14日17时40分， 六号机在运行中因汽
封盘磨损震动， 设备发生重大损坏事故， 被迫停机。
党中央与北京市委高度重视六号机的抢修工作， 在工
作组成员王自勉的建议下， 专门成立了以技术能手刘
德珍为组长的汽机抢修小组， 直接负责对六号机组的
全力抢修， 终于使六号机恢复发电， 保证了新中国首
都北京的用电需求。

［解放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石电率先实行八级工资制

1950年9月， 石电技术能手刘德珍被授予全国劳模
荣誉称号。 1951年10月23日， 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
亲切接见， 毛主席为他题字并两次与他合影留念。 在
之后的全国人大与政协会上， 刘德珍又先后四次受到
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与石电职工之间还有这么一封信的故事：
当时石电有两台煤粉炉经常跑漏煤粉 ， 员工及附
近居民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 为此厂里开展了合理
化建议活动 ， 大家群策群力 ， 成功解决了跑煤粉问
题。 1950年6月29日， 全厂职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市
委书记彭真， 报告这一改进项目取得成功。 1951年8月
27日， 按照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关于 “基层党员干部都
有责任把自己所在单位的情况向党中央反映 ， 向
毛主席汇报” 的指示， 经石电党总支研究决定， 由总
支书记王自勉写信给毛主席 ， 如实汇报了石电六
号机发生重大损坏事故后的修复情况和石电党组织领
导职工群众做好安全生产的情况 ， 并且把职工的生

活、 工资收入情况及有关工资改革的建议一起进行了
汇报。

1951年9月12日， 毛主席给时任石电党总支书记的
王自勉回信， 信中说道： “王自勉同志： 八月二十七
日的信看到了， 谢谢你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
题， 我认为你的建议是有理由的， 已令有关机关迅速
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此复， 顺祝努力！”

按照毛主席回信的精神， 1951年9月下旬起， 石电
率先进行工资改革， 实行以实物为计算基础的八级工
资制。 之后， 八级工资制推广到全国， 前后实行了近
40年。 毛主席的关怀成为全厂搞好企业生产经营的巨
大推动力。 1951年， 石电开始实行车间经济核算本票
制， 通过修旧利废、 增产节约， 全厂为抗美援朝捐献
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折合15亿旧币）。 1951年底， 全
厂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事故比上一年下降87%， 全年
发电量增长12.8%。

1950年9月， 全厂安全大检查， 查出设备缺陷2119
项， 党总支立即号召掀起消灭 “2119” 活动。 截至到
1951年3月24日， 设备缺陷消灭了94.2%， 改变了事故
频繁的旧状况 ， 使生产走上了经济 、 安全与稳定
的道路。

1952年， 石电著名技术能手刘光金试烧低质煤成
功， 燃料成本下降35%， 节省10万吨好煤和3000个火
车皮的运力 。 此后 ， 燃烧低质煤在全国电力行业推
广。 刘光金后来被评为全国劳模。 1953年， 石电的专
业技术人员总结六号机重大事故的经验教训， 在全国
率先编制和使用设备运行与检修规程， 并推广至全国
电力行业。

1958年， 石电党委向当时的国家水利电力部提出
“包建高井电站” 的建议。 1958年9月， 国家正式批准
此项目， 石电开始筹建高井电站。 1974年10月， 历经
15年， 由石电人包建的高井电站6台10万千瓦机组全部
投产发电， 总装机容量为60万千瓦， 是当时石景山发
电厂总装机容量的10倍， 史称 “小鸡下大蛋”。 当时
正值困难时期 ， 石电人在保证生产的同时 ， 利用
下班时间， 全家老小齐上阵， 以手拉肩扛的方式运输
材料 ， 生生搬出了一座发电厂 。 至今的石电展柜
中还展示着当时兴建高井电厂时用的安全帽， 手电筒
以及工具。

［改革开放时期］
石景山发电总厂获评国家一级企业称号

1980年7月21日， 经华北电管局批准， 石景山发电
厂与官厅水力发电厂合并， 成立石景山发电总厂。 当
时石景山发电总厂包括京西电厂、 石景山热电厂、 高
井电厂以及四个电站。

在石电总厂的统一领导下， 各种经济实体以安全
发电主业为依托 ，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拓市场 。 到
1992年底陆续成立了资源开发公司、 电力设备检修公
司、 建筑修缮公司、 节能公司等经济实体24个。 1992
年创产值2600万元， 实现利税742万元， 已有固定资产
原值648万元， 流动资产235万元。

经过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 1991年， 石电总厂被
评为国家一级企业， 石电总厂也成为国内唯一的获得
国家一级企业称号的电力企业。

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经济迅速发展， 为进一步保
障首都发展形势的需要，1979年1月10日，北京市与国家
部委决定在石景山电厂原址建设3台20万千瓦汽轮发电
大型热电厂。 1988年、 1989年、 1991年三台机组相继
建成投产， 1992年初， 石热集中供热工程提前竣工，
实现了城区的集中供热。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国家实施 “9511” 工程计划。
石景山热电厂扩建一台20万千瓦供热机组， 被列为华
北电力集团 “9511工程” 的重点项目。 工程于1993年7
月开工， 1995年10月投产， 至此， 石景山热电厂总装
机容量达80万千瓦 。 石电总厂装机总容量也提升到
176.6万千瓦， 供热面积1050万平方米， 成为华北地区
的特大型发电企业。

按照国务院 “政企分开、 省为实体、 联合电网、
统一调度、 集资办电” 的指导方针， 依据华北电力集
团 《关于石景山发电总厂所属高井电厂划归北京大唐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 》 文件精神， 1996年7月16
日， 石景山发电总厂拆分重组工作正式启动， 高井电
厂划归北京大唐发电公司。 随后， 在北京市政府、 北
京国电和华北电力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下， 石电总
厂的改制上市工作逐步进行。

［进入新世纪］
关停后异地涅槃重生

2000年2月28日，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和监
事会成员。

同年3月29日， 京能热电成立大会召开， 标志着石
电总厂改制主要工作完成。 2002年5月10日北京京能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标志着
石电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京能热电上市后， 公开发行1亿股人民币普通股，
共募集资金4.84亿元， 除2035.1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外， 其余资金均进行了对外项目投资。 一是作为
股东在北京西南部建设天然气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
机组， 目前该项目 “京丰燃气” 已经投入商业运行。

2007年5月31日， 京能热电公司内蒙古科右中热电
厂1×300MW机组热电联产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科右
中热电厂举行。 该项目于2007年4月2日获国家发改委
核准， 是京能热电在内蒙古自治区获得核准的第一个
火电项目， 标志着京能热电在对外投资、 扩大主业规

模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2007年12月11日， 京能热电出资与内蒙古伊泰煤

炭股份有限公司及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内
蒙古京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酸刺沟2×300MW
煤矸石项目的前期工作。 同时受让内蒙古伊泰京粤酸
刺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京能热电地处北京， 作为当时首都最大的发电供
热企业， 公司十分重视节能和环保工作， 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 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对设备进行了彻底治理和
技术改造， 设备自动化水平跨入国内同类机组先进行
列， 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达到国家标准， 为北京2008
年奥运会作出了贡献。

2001年至2006年， 石景山热电厂四台锅炉相继进
行了烟气脱硫技术改造。 2006年至2008年， 又相继完
成了四台锅炉烟气脱硝技术改造。 随后又对热工控制
系统 、 磨煤机 、 锅炉本体吹灰器 、 空气预热器吹灰
器、 送风机变频调速等进行改造。

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 石景山热电于2005开
始进行为期两年的机组增容改造工作。 总装机容量由
800MW增加到了880MW， 承担北京市五分之一的供
电、 四分之一的供热任务。

2011年3月13日， 循环水余热利用项目正式投入运
行， 这是全国首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在大型抽凝机组
上应用。

为全面落实北京市压减燃煤和加快清洁能源建设
工作部署， 2015年3月19日， 石景山热电厂四台燃煤机
组被全部关停。

石热关停后， 京能集团决定实施走出去战略， 走
在了疏解城市功能定位的前面， 投资建设涿州热电，
再一次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涿州热电是京能集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
窗口单位， 是实现京冀基础设施一体化、 惠及京冀两
地民生的河北省重点工程， 并作为域外引热项目被列
入北京市 《“十三五” 能源发展规划》。 项目一期建设2
台35万千瓦国产超临界、 间接空冷燃煤热电联产机组。
总投资约35亿元， 2台机组发电能力70万千瓦， 供热能
力780兆瓦。

目前一期工程已全部投入商业运营， 源源不断地
为京冀两地提供绿色能源。

作为京能集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窗口，
涿州热电始终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打造国内一流的
现代化城市热电企业。 石电的辉煌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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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百年石电：创业激情从未衰退

百年前的他， 生于忧患， 历尽坎坷；
他始建于1919年， 由当时的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成为中国电力工业的摇篮；
他曾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 被反动派迫害， 但他始终不屈不挠， 为保障新中国成立和新首都的供电， 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他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大胆的技改和革新， 最早推行八级工资制， 焕发了职工们的创业激情， 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
他在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获评电力行业国家一级企业， 在机制体制创新和节能环保方面屡创佳绩， 是北京地区供电供热的主力与骨干；
他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率先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旗下4台燃煤机组全部关停。 选择异地发展后， 他凤凰涅槃， 在为京冀两地供应绿色

清洁能源方面， 再一次开风气之先；
他就是人称 “中国电力工业一面旗帜” 的北京石景山发电厂———

我和我的祖国

晚清时期，西城根发电厂150千瓦机组为宫廷供电。 抗日战争时期石电工人拉煤。
1959年的全国劳模

刘光金在试烧低质煤。 1980年， 石景山热电厂装机容量10.9万千瓦。

涿州热电的愿景
是建成国内一流的现
代化企业。

2017年，涿州热电项目发电机穿装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