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峰度夏

葫芦岛供电开展
大规模集中消缺

本报讯 7 月 20 日， 国网辽宁葫芦
岛供电公司绥中分公司对 10 千伏塔山
南线开展停电集中消缺作业， 确保迎峰
度夏期间该线路安全稳定运行。

据了解， 此次作业是绥中分公司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停电集中消缺
作业， 共分 14 个作业小组， 有 95 人参
加作业，计划消缺 93 处。 经过 6 个小时
的紧张工作， 该线路缺陷全部消除、恢
复送电。 （陈超 杨小童）

科左中旗供电推动
“党建+”度夏保安全

本报讯 迎峰度夏之际，电网负荷持
续走高。 为保证辖区用户正常用电，国网
蒙东电力科左中旗供电公司近日深化
“党建+”模式，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及相
关工作人员对线路、 供电设备进行隐患
排查和消缺， 保障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
行，积极备战迎峰度夏。

据了解，针对夏季用电高峰期，该公
司结合往年迎峰度夏负荷特点， 制定了
合理的保电方案。同时，密切关注变电站
主变负荷变化， 及时跟踪电网运行状
况，确保电网安全可控、在控；对高负荷
线路加大巡视力度、 加强隐患排查，确
保设备以“零缺陷”投入运行；加大防外
破监督检查力度，组织人员加强施工现
场、技改现场等地方的线路监管；广泛开
展安全用电知识宣传， 提高居民安全用
电和自我安全保护意识， 营造安全用电
的和谐氛围。 （佟爱军）

邯郸市新区供电
全力备战迎峰度夏

本报讯 7 月 21 日， 国网河北省邯
郸市新区供电公司员工对辖区线路、重
要客户增加巡视次数， 在做好防汛工作
的同时，及时对电力设施进行消缺，多措
并举精心部署，积极行动，全面推进迎峰
度夏保供电工作。

该公司提前组织人员加强供电设备
隐患排查治理， 对辖区重点线路及配电
台区开展特巡， 进行红外测温、 安全检
查，重点针对变电设备、输电线路、高危
及重要用户供电设施进行 “拉网式”排
查，全面消除设备缺陷隐患。 下一步，该
公司将进一步做好迎峰度夏期间的供电
优质服务工作。 （周凌雁）

科尔沁供电升级农网
为客户送清凉

本报讯 7 月中旬，国网蒙东电力通
辽市科尔沁区供电公司施工人员冒着酷
暑对育新镇老旧台区农网进行改造升
级，提高供电可靠性，不仅为该镇美丽乡
村建设提供电力保障， 也为村民清凉度
过酷热难耐的夏天创造条件。

近年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用电需求持续攀升，一些地区原有的
供电配套设施已无法满足居民用电需
求，特别是在农村，仍存在低电压问题。
为此，该公司提前谋划，对辖区线路存
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制定详细的配
网线路改造计划，在去年顺利完成机井
通电、小城镇中心村、农村动力电改造
等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专项工程建设
任务， 助力乡镇企业和乡村的发展，实
现整体脱贫摘帽。下一步，科尔沁区供电
公司将继续做好农网改造建设， 强化网
格化服务， 为农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担起企业责任。 （阚宁）

昔阳县供电消缺
助电网清凉度夏

本报讯 入夏以来，为确保用电高峰
负荷期的供用电设备安全运行，国网山西
昔阳县供电公司结合春检“回头看”和设
备过夏“六防”工作要求，精心规划、周密
部署，为电网清凉度夏做足准备。

该公司成立迎峰度夏及隐患排查管
理工作领导组，统筹部署、监管督促各部
门人员保质保量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要
求；按照专业分工，组织运维人员按照任
务“整改销号”台账对变电站用电设备、
监控报警系统、 防潮绝缘等设备和电力
线路进行“体检”消缺。 （陈雅堃）

曲周县供电多举措
确保施工现场安全

本报讯 近日，气温升高，用电负荷
剧增，设备处于高强度运行状态，而且，
随着配网升级、农网改造、线路切改等施
工有序推进，迎峰度夏各项任务繁重。 对
此， 国网河北曲周县供电公司强化工作
任务， 认真做好现场施工安全生产重点
环节管控。

据了解， 该公司多举措强化现场施
工安全管控， 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和
施工量；做好施工人员防暑降温工作；加
大作业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力度。

（高琳 韩瑞平）

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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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路上结“实”果
———国网山西临汾供电公司扶贫工作纪实

■通讯员 陈爱红 崔菁 郭飞

国网山西临汾供电公司日前透露，
自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该公司共帮扶
23 个定点贫困村实现整体脱贫。 同时，
该公司还发挥行业优势， 推动电网建设
向贫困县倾斜， 配合当地政府完成 7 个
贫困县、505 个贫困村 、49785 户贫困户
的脱贫任务。

果树成林 产业兜底

如何才能选好一条适合贫困村发展的
脱贫路，是临汾供电公司最关心的问题。

大宁县而吉村是临汾供电公司对口
帮扶贫困村， 全村常驻人口不足 400 人，
贫困人口 298 人，老龄化、没有劳动力是
致贫主要原因。 为此，驻村干部通过借鉴
脱贫地区先进经验及聘请专家的方式，因
地制宜，因事制宜，为而吉村贫困户找到
一条以核桃苗高接换优为突破口的脱贫
路。 改良后的核桃皮薄、结果多，亩产达
550 公斤。 如果一户贫困户经营 5 亩，进
入盛产期后，年纯收入将达 3 万余元。

截至目前， 该公司共投资 221.72 万
元用于永和县、 吉县等 7 个县供电公司
定点扶贫村的养殖、 种植、 基础设施等
19 个项目建设，解决了农民后顾之忧。

电网坚强 保障发展

发挥自身产业优势， 加大电网建设力
度， 是临汾供电公司照进贫困家庭心里的
一盏明灯。

“十三五”以来，临汾供电公司投资
16.3471 亿元开展村村通动力电、 机井通
电等电网改造升级，村民们吃水、浇地涉
及的用电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永和县南庄
乡土鸡养殖户刘润祥说：“以后干劲更足
啦！ ”此前，由于村里没有通动力电，他无
法自己加工饲料， 只得跑到 20 里外的县
城购买，成本高还费时费力。

同时，临汾供电公司投资 1.46 亿元用
于光伏扶贫电站配套工程建设，650 座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并网运行。该公司还建立
全新的工作机制， 将光伏结算流程从 15
天压缩到不超过 3 天，在全省首家实现光
伏电费月清月结。 截至目前，共结算光伏
扶贫电站电费和补贴 5.58 亿元，惠及 505
个村 49785 户贫困户。

扶贫扶志 摘掉“穷”帽

扶贫要“扶到根上”，拓宽思路，因户制
宜的让贫困户自主脱贫， 是临汾供电公司
守住扶贫果实的一大法宝。

尧都区枕头乡仪上村村民刘贵龙患有
腿疾，妻子智障，两个孩子尚在读书，靠着
低保金勉强度日。在与刘贵龙的帮扶中，扶
贫队员了解到他有木匠手艺后， 便鼓励他
从简单的手工案板做起， 并帮他积极寻找

销售渠道。现在，刘贵龙全身心投入到自己
的小“产业”中。

同时， 临汾供电公司还资助扶贫村建
立爱心超市， 鼓励村民参与公共卫生劳动
赚取积分，置换日用品及农耕器具；在公司
食堂设立 15 个“扶贫爱心专柜”，面向贫困
村购买农产品，累计消费 197.9 万元；捐建
4350 平方米蔬菜大棚，作为贫困村集体种
植合作社，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开展募捐
活动，为贫困地区捐赠图书 1562 册，劳动
生活用品 1980 件，捐款 60124 元。此外，该
公司还主动与民政部门沟通协调，将“两保
户” 减免电费这一惠民政策的退费周期从
季度提高到月度，29.72 万户 “两保户”受
益，年累计减免电费 212.81 万元

“百姓的期盼， 就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 ”临汾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
司将持续加大电网建设倾斜力度，积极开
展特色扶贫，巩固扶贫“果实”。

度度夏夏快快讯讯

■通讯员 任建强 咸国平 赵彪

仲夏时节，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杨河
乡，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紫花苜蓿和
长势喜人的玉米。 走进杨河乡串河村，一
座座错落有致的牛棚内肉牛膘肥体壮，水
泥路面四通八达， 家家户户养牛住新房，
借助草畜产业脱贫致富奔小康。 很难想
象，多年前，这里还是贫困区，如今却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毕向霞是宁夏杨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每天一大早，她都会常规性地走
进饲草配送中心，在动力柜上按几下按钮，
大型饲料混合机就飞快地运转起来……饲
料通过设备自动调和、上料、粉碎、包装一
气呵成， 不到一会儿功夫，1000 多头牛一
天 3 吨的饲料加工完毕。“每天给牛加工饲
料， 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 现在动力电方

便， 只要开了机子， 看着饲料机运转就行
了，啥都是自动完成。 ”毕向霞说。

杨河乡党委书记冶文军表示： “杨河乡
主导产业是草畜产业， 也是群众脱贫致富
的产业， 供电部门这几年对杨河乡农网进
行全面改造，为养殖户配送动力电，助力草
畜产业发展，也助力了脱贫攻坚。 ”

据了解， 隆德县地处六盘山西麓，气
候相对湿润， 拥有饲草料种植的天然优
势。近年来，杨河乡主推饲草种植、养牛产
业。坚持把发展壮大草畜产业作为农民增
收的主要途径来抓，走“小群体，大规模”
的发展路子，形成以青储玉米为主、紫花
苜蓿为辅的多元化饲草格局。

这些年， 杨河乡通过发展草畜产业，
形成家家种草、户户养牛的格局。同时，村
容村貌道路也焕然一新，家家户户的新房
整齐漂亮，小轿车停放在家门前，生活跟

县城居民一个标准。
随着养殖户对动力电需求不断增加，

隆德县供电公司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大力
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先后投入 280 多万元
对既有供电线路进行改造升级， 新建 7.5
公里 10 千伏架空线路，3381 户农户从中
受益。动力电驱动的铡草机替代了柴油小
型铡草机，加工饲料省时、省力、安全，帮
助村民扩大养牛规模，脱贫致富步入良性
循环。 仅 2019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2 万
元，户均养牛收入 5 万元，全乡肉牛养殖
产值 1.1 亿元，肉牛养殖成了村民致富奔
小康的主要渠道。

“有些村民年龄大了，还患病，出不了
门，就在家养牛，一年收入不比外出打工
的人少。 养殖规模稍大一点的农户，年收
入至少在 5 万元以上，日子越来越好了。 ”
串河村养殖户马富才高兴地说。

动力电鼓足小康路上“牛劲”

今夏华中电力缺口或达 600 万千瓦
■本报记者 苏南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 今夏全国大
部分地区气温偏高， 部分地区高温日数
较常年同期偏多， 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
热浪。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经济与
能源供需研究所室主任吴姗姗表示：“高
温天气将拉动降温用电释放， 在夏季气
温正常偏高情况下， 预计全国降温电量
较上年增长 10%。 ”

同时，有数据预测，今夏华中用电高峰
时段全网存在 600 万千瓦左右的供电缺
口。记者采访获悉，为应对夏季用电高峰期
的严峻“烤”验，华中各省均提前按下迎峰
度夏“启动键”，护航夏季用电安全。

个别地区存在供电缺口

国网能源研究院研究结果显示，2020
年我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但部分地区高
峰时段电力供需形势紧张。相比其他区域
电力供需平衡有余，华中电力供需形势较
为紧张。 “主要受用电负荷增长较快、供应
能力增长不足影响，湖南、河南、江西最大
缺口可能达 230 万、100 万、220 万千瓦。 ”
吴姗姗直言。

受疫情影响，今年度夏期间，河南用

电负荷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网河南电力
预计， 今年夏天最大用电负荷 7000 万千
瓦，同比增长 7.87%，最大供电能力 7050
万千瓦，电力供应基本平衡。 “高峰大负荷
时段平顶山、信阳等局部地区存在一定供
电缺口，不过，青豫特高压直流投运，将缓
解漯河、周口、驻马店等地区 100 万千瓦
左右供电缺口。 ”国网河南电力相关负责
人表示。

国网湖南电力预测该省供用电形势
较为严峻。 2020 年迎峰度夏期间，预计湖
南最大用电负荷将达 3200 万千瓦左右，
同比增长 6.07%，湖南电网最大日供应电
量需求为 6.6 亿千瓦时，迎峰度夏期间全
省电力供需总体偏紧。截至 7 月 22 日，湖
南电网最高负荷为 2770 万千瓦。

迎峰度夏建设项目密集投产

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和电力有序供应，电力供需形势严峻
的省电力公司积极采取提升电网供电能
力等措施。

其中， 武汉电网今年 3 月即启动迎峰
度夏电网工程，涉及高压项目 30 个、中压
项目 42 个， 总投资 6.81 亿元。 以黄金口
220 千伏变电站 110 千伏配套工程为例，
投运后将能更好地保障蔡甸区夏季用电需

求，特别是保障中法生态新城、地铁 4 号线
延长线用电。

6 月底， 国网江西电力 220 千伏大仙
I 线破口接入天工变电站、500 千伏进贤
变电站 220 千伏新增母联开关、赣州石城
金坑 220 千伏变电站 2 号主变扩建、吉安
遂川雩田 220 千伏变电站 2 号主变扩建
四项度夏工程密集投运，标志着江西电网
迎峰度夏工程进入投产高峰期。 据悉，国
网江西电力今年投产迎峰度夏主网工程
26 项。

国网河南电力相关负责人也介绍：“我
们加强度夏工程管控， 确保特高压豫南站
双极低端及配套工程和 46 项 35 千伏及以
上度夏工程安全优质早日投产。 ”同时，该
公司还加快农配网建设改造， 按期投运
218 项配网度夏工程。

多措施增强协调优化能力

为确保用电无忧，国家发改委近日召
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在部署 2020 年能
源迎峰度夏工作时提出，深化电力交易改
革、深化发用电计划改革、深化储能和调
峰机制改革、深化清洁能源消纳改革等多
项措施。

记者发现，为给电网“减压”，各省也
在因地制宜深化各项工作。河南省发改委

不久前下发的 《河南省 2020 年有序用电
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
政府批准的有序用电方案，加强电力需求
侧管理，积极与电力用户沟通，引导工业
企业错峰、避峰；江西省能源局印发的《关
于继续试行“交易+保供”工作挂钩机制
的通知》指出，将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
易电量和参与需求侧管理的错避峰电量
进行挂钩， 引导企业改变粗放型用电方
式，通过采取高峰时段停限部分设备使用
等电力需求侧管理措施，实现转移高峰用
电负荷。

一位不愿具名人士表示， 近年来，
河南积极推进需求侧响应建设，不断增
强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协调优化能力。早
在去年 ， 河南创新开展季节性需求响
应，鼓励用户将年度检修或停产时间主
动转移至夏季用电高峰时段，有效转移
削减了高峰时段用电需求。 据悉，目前
河南参与需求响应的用户主要是工业、
大型商业用户， 预计到 2025 年全省需
求响应能力可达 750 万千瓦以上，可以
满足年度最大用电负荷 5%左右的需求
响应目标。

在业内人士看来， 随着 5G 基站、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规模迅速增长， 未来需
求侧可调节资源将逐步向通信基站、充
电桩等新兴用户扩展。

中卫供电点亮
贫困学子上学梦

本报讯 7 月 16 日，在宁夏中卫市
海兴三河中学，“传递爱心 ‘电’ 亮梦
想”助学活动举办，中卫供电公司团委
青年志愿者开展爱心捐助， 点亮贫困
学子上学梦。

2011 年因海原县海兴工业物流园
区成立，原来的唐堡中学、黑城一中、黑
城二中合并为三河中学， 学生大多来自
三河、七营、甘城、李俊、九彩等宁夏南部
山区，部分学生家境贫困。中卫供电公司
与学校经过充分调查考虑，由 20 名品学
兼优的学生接受捐助， 以此鼓励同学们
好好学习，积极面对生活。 （刘宣烨）

国网陕西检修公司
为山区小学捐资助学

本报讯 近日，国网陕西检修公司共
产党员服务队、 青年志愿者 30 余人，为
陕西汉中洋县八里关镇中心小学、 略阳
县黑河镇大黄院小学捐赠 10 万元的物
品及资金。

据了解， 该公司与陕西零贰玖公益
服务中心合作，实施“国网光明工程”陕
西省汉中市“小桔灯”亮计划关爱农村留
守儿童爱心助学公益项目。 在捐赠活动
现场，该公司党委书记为两个小学共 10
名受助孩子发放人均 2000 元的助学金，
同时， 志愿者将崭新的校服送到学生们
手中，并讲授安全用电知识。 （郭清扬）

墨江供电保障冷库用电
助力野生菌外销

本报讯 又到吃野生菌的季节了，南
网云南普洱墨江供电局服务人员近日主
动上门开展用电服务， 保证冷库用电安
全可靠。

据了解， 墨江县团田镇因得天独
厚的地形地貌、土壤结构、良好的植被
孕育了丰富的优质野生菌资源。 新鲜
的野生菌通过挑拣、分类、清洗、包装
后速冻，销往全国各地甚至欧美地区。
对此， 墨江供电局服务人员主动对冷
库用电设备进行维护检修， 用心照亮
致富路。 （鲍莉 严媛）

邯郸市永年区供电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近日，国网河北省邯郸市
永年区供电公司党委负责人带领 “太
行之光”共产党员服务队，围绕“做好
电力先行官、架起党群连心桥”主题，
走进扶贫点西河庄乡陈寨村开展 “党
建促脱贫·电力助小康”爱心志愿服务
专题活动。

服务队到扶贫户老李养鸡场， 了解
老李的生活和养殖状况， 对养鸡场老旧
线路进行隐患排查，同时，组织公司员工
团购鸡蛋为其解决后顾之忧。随后，服务
队来到陈寨村小学，对用电设备、线路进
行安全检查，对不合格的、存在安全隐患
的开关、插座及线路进行了更换。

据了解，扶贫帮扶工作开展以来，该
公司投资 51 万元对该村低压线路进行
改造，新增配变 1 台，改造台区 1 台。 扶
贫电力设施的投用保障了该村农民育苗
大棚的用电需求。 （曹艳 刘素萍）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我们的日子像光伏板一样充满阳光。 ”村民王全有笑着说。 陈爱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