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晋中供电深挖潜能
售电量持续攀升

本报讯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近日
透露，晋中供电公司 2020 年 6-8 月售电
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1.55 亿千瓦时，实现
疫情以来连续 3 个月同比正增长。

此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该公司中、
大型用电客户多数出现容量部分暂停或
全部暂停的情况， 致使该公司售电量出
现连续 5 个月负增长。 面对售电市场动
力不足的严峻形势， 晋中供电公司高度
关注暂停客户用电需求， 并简化业扩流
程，为售电量增长打下基础。 （耿瑞芳)

峰峰供电“五个一”
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

本报讯 国网河北邯郸峰峰矿区供
电公司日前透露， 自提质增效工作开展
以来，该公司创新一个督办单、一场视频
会、一篇通报文、一场座谈会、一个宣传
台“五个一”举措，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

具体包括： 签发提质增效专项工作
督办单； 组织各专业每月开展提质增效
专题视频学习会； 定期对提质增效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通报； 每月中旬组织召开
指标分析座谈会；在网站开辟专栏，营造
全员提质增效氛围。 （董燕梅 辛沛祥）

克什克腾旗供电助推
基层供电所全面发展

本报讯 国网蒙东电力克什克腾旗供
电公司日前透露， 按照上级公司党委的总
体工作安排，在总结赤峰松山“安庆式”供
电所优秀经验的基础上，该公司在 2020年
“全面推广年”工作中，通过多项举措推进
所辖 15家供电所各项专业指标全面提升。

主要包括： 由该公司总经理带队，各
专业负责人和供电所所长到松山安庆供
电所进行现场学习观摩，借鉴创建工作典
型经验；召开推进会，明确各专业、各创建
单位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共同推进“全面
推广年”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调阅 23 个
党支部党建基础资料“三本六盒一证”内
容，分析各支部常见错误，限期整改；联
合公司各专业到各供电所进行现场调研，
对各供电所内外部环境、 党员活动阵地、
党建基础资料及党内组织生活开展情况
进行了解，现场解决问题。 （马骁 李俊）

广平县供电集中消缺
助力提质增效

本报讯 “广平县供电公司对频繁故
障线路开展集中消缺治理， 停电故障明
显减少! ”近日，国网河北邯郸供电公司
对广平县供电公司提出表扬。

据了解，广平县供电公司线路老化，
设备老旧，隐患繁多，故障频出。 为有效
开展故障治理， 该公司领导班子先后召
开 3 次调动会， 将 56 条 10 千伏线路隐
患台账逐条进行分析。 随后，8 个供电所
线路专责对频繁故障 5 次以上的线路进
行集中消缺。 （李忠芳 陈俊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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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网 28 条措施关爱脱贫攻坚一线干部

枣庄供电
捐建“希望小屋”

本报讯 一张崭新的书桌，一个舒适
的小床， 一间属于自己的的房间……这
是国网山东枣庄供电公司为年仅 9 岁的
建档贫困户小璋（化名）捐建的“希望小
屋”， 这也是该公司在当地捐建的首座
“希望小屋”，重燃贫困家庭希望。

“希望小屋”是共青团山东省委组
织的专项帮扶活动，枣庄供电公司积极
响应，组织志愿者参与建设，从选择房
间到参与设计，再到配置用品，保证了
“希望小屋”建设质量。 该公司还专门组
建了一支学历高的志愿者，与帮扶孩子
结成对子，定期上门探望，帮助辅导功
课，受到社会赞誉。 （鞠同心 孟祥恒）

安康扶贫电先行
“椒”圆致富梦

本报讯 9 月 7 日，是陕西安康秦叶
情剁椒厂投入生产的第 5 天，下午 3 时，
安康供电公司人员来到该厂， 对厂区用
电情况进行回访， 义务对车间电力线路
和用电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 并对生产
环节的安全用电注意事项进行宣讲。

此前， 安康供电公司接到该剁椒厂
的用电申请，得知该厂急需生产用电，就
开通报装接电绿色通道， 仅用 3 个小时
就完成接电。同时，在得知该厂为扶贫产
业、带动当地群众致富这一情况后，该公
司立即将该厂列入重点服务对象， 加强
巡视，确保生产高峰期安全用电。 据悉，
该厂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不仅为当地辣椒种植户解决销路， 更带
动周边贫困户就业。 目前正值剁椒生产
高峰期，每天用电负荷达 30 千瓦，安康
供电公司将持续关注该厂用电情况，护
航群众脱贫致富。 （刘丹丹 朱倩倩）

宁城县供电
贴心服务设施农业

本报讯 “大叔，大棚里的食用菌滑
子菇长势喜人，今年的收益肯定不错吧，
看看您对我们供电服务有啥意见和需
求？ ”近日，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
河镇大营子种植小区， 国家电网蒙东
电力（赤峰宁城）共产党员服务队到贫
困户朱宝金食用菌种植大棚开展上门
服务。 朱宝金高兴地说：“没啥要求。有
党的扶贫政策扶持，有贴心的供电公司
做后盾，坚定了我们种植滑子菇脱贫致
富的信心。 ”

继精准扶贫、 打好脱贫攻坚战之后，
国网“阳光扶贫”再次为扶贫工作注入一
剂强心针。 针对设施农业项目，宁城县供
电公司配合当地政府开展调查，发挥电力
先行官作用， 坚持精准扶贫主战场在哪
里，电网建设及服务就延伸到哪里。期间，
该公司采取“党建+服务”工作模式，开展
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李伟杰 高峰）

古田县“电烤菌”
综合效益显著

本报讯 截至目前，国网福建宁德供
电公司完成古田县 41 家企业电能替代
改造，共投运热泵 1333 台，增加用电容
量 1.99 万千瓦，替代电量约 6359 万千瓦
时， 减少直燃煤 2.85 万吨， 减排二氧化
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排放分别
为 5.07 万吨、336 吨、317 吨、195 吨，基
本建成食用菌恒温种植及热泵烘干电气
化示范区。

为推进电能替代工作， 宁德供电公
司联合国网电科院（武汉）能效测评有限
公司， 对古田县 200 多户食用菌企业逐
户从现行电价、 电能替代改造的初始投
资成本、 电能替代基础建设及电能替代
改造意向等方面开展调查，同时，对接古
田县人民政府、县环保局等政府部门，共
同研究、起草、制定食用菌电能替代相关
优惠政策。 （姜南昵 彭小芹）

■通讯员 黄秀清 庄侃

国家级贫困县台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
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部，总面积
1108 平方公里，总人口 16.8 万人，是贵州
省脱贫攻坚主战场和决战区，同时也是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下属上海送变电工程
有限公司承建的±800 千伏雅中-江西特
高压直流工程贵 4 标段所在地。 该公司在
高质量参建特高压工程的同时， 主动融
入、积极参与工程所在地区的扶贫攻坚工
作，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扶贫履责实践。

结对帮扶先扶智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台江县
委县政府的牵线搭桥下， 雅中-江西特高
压直流工程贵 4 标段项目部与城关第三
小学开展结对帮扶。 前期项目部向学校捐
赠并安装了 3 个宣传栏用于电力科普知
识展示，为学生整栋宿舍楼免费安装了电
热水器系统，解决了困扰师生多年的“科
普难、洗澡难”问题。

复课复学后， 项目部又为学校筹措
5000 枚口罩和 100 瓶消毒洗手液，助力师
生安心学习。 党员干部与 10 名贫困学生
结对帮扶，约定资助其完成义务教育阶段
学业，团员青年则定期为小学生传授安全
用电知识。 在与当地城关第三小学的交流
中，项目部成员发现师生们对学校后山顶
“冒出来” 的特高压铁塔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于是决定请师生们走进特高压施工现
场，上一堂现场班会课。

现场授课有实效

6 月 28 日， 在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
工程贵州台江段 N2537 号塔位建设现场，
“特高压铁塔下的班会课”举行。 “你们看，
工人叔叔安装的那一串玻璃圆盘叫‘绝缘
子’， 别看它们在铁塔上和冰糖葫芦差不
多大小，可其实每个都有咱家中的脸盆这

么宽哩！ ”在项目经理、国网劳模陈懿麟和
有着 30 多年现场一线施工经验的老班长
孔令辉的带领和讲解下， 一群头戴安全帽
的小学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正在组立的特
高压铁塔。 孩子们被特高压宏伟壮观的铁
塔、粗硕的金具和导线深深震撼了。

在实地观摩中， 学生们亲身参与了一
场特高压建设“体验课”。 在电网专家通过
动画演示我国能源禀赋时， 这堂班会成了
读懂西电东送必要性的“国情课”；在上海
送变电员工分享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建设特
高压的亲身经历时，这堂课俨然成了“励志
课”， 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知识改变命运、
勤劳脱贫致富的种子； 在得知中国特高压
电网已成为新时代的“大国名片”、关键技
术领跑世界时，“爱国课” 的课堂现场响起
了骄傲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鼓掌声……

多措扶贫显担当

这堂精彩的现场班会课只是上海送
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通过特高压建设给力
战贫的一个侧影。 除助力教育扶贫、志愿
扶贫外， 该公司还通过多种方式在贵州、

陕西等地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积极展
现国网担当。

以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工程贵州台
江段为例，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上海送变电
工程有限公司已在台江缴纳工程税款超百
万元。现场项目部聘用 30 名当地居民从事
后勤、运输等非专业技术工种，增加贫困县
就业岗位， 在农闲时段参与特高压工程建
设的台江居民实现人均增收 5000 元。 同
时，该公司大力推进消费扶贫，依托“采购
直通车”，组织各生产基地累计采购 2 吨台
江县当地农副产品， 帮助贫困地区农户解
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积极向上海本地职
工推介台江特产的金秋梨、 酸菜等原生态
健康产品，累计组织开展消费扶贫 5 万元。

正如上海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党委书记张异斌所说的那样：“孩子
是祖国的未来， 孩子们只有通过学知识、
学本领，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才能够为祖
国繁荣昌盛作贡献，才能够自己走出一条
脱贫之路。 作为企业，我们想尽自己所能
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些平台，助力他们健康
成长、展翅高飞，所以我们的特高压建设
到哪里，扶贫攻坚就推进到哪里。 ”

特高压建设到哪里，扶贫就推进到哪里

提提质质增增效效

本报讯 记者路郑报道 ： 南方电网
公司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关心关爱异
地交流干部、挂职干部和脱贫攻坚一线
干部的若干措施》，从政治上激励、工作
上支持、待遇上保障 、心理上关怀 4 个
方面提出 28 条具体关心关爱措施 ，着
力激发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内生
动力，切实增强干部的荣誉感 、归属感
和获得感。

据了解，南网始终高度重视关心关爱
干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工作，专门制定
印发了进一步激励各级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为担当作为的干部

撑腰鼓劲。
今年以来，该公司组织实施“百千人

才去基层到西部计划”， 促进干部人才经
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为激励广
大交流挂职干部更好地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引导和带动各级干部员工到艰苦边远
地区、复杂环境、重点工程和基层一线经
受锻炼、建功立业，南网聚焦疫情防控、脱
贫攻坚、交流挂职等工作，注重把解决思
想问题同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进一步
完善干部培养使用、评选表彰、探亲交通、
住房保障、健康医疗、休假休息、文体活动
等关心关爱措施。

据南网人资部有关人士介绍：“该文
件将思想引导、培养使用、工作支持、待遇
保障、人文关怀等贯通起来，把散落在其
他制度文件中的有关政策措施集中 ‘打

包’，形成了聚合效应。这些措施既对接中
央精神，又接公司地气；既总结运用已有
经验，又拿出新招实招；既提出原则性要
求，又注重增强可操作性，同时充分考虑
各层级、各单位差异，为基层结合实际、探
索创新留出空间。 ”

“我是今年 7 月初来挂职的，刚来没
多久就收到这份沉甸甸的 ‘大礼包’，里
面充满了暖洋洋的‘人情味’，让我实实
在在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我为这个文件
点赞！ ”一位参加南网“百千人才去基层
到西部计划” 的挂职干部看到文件后高
兴地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 自 2013 年以来，南网累计在云南省迪
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投入行业
扶贫资金 5.27 亿元、 定点扶贫资金 7295

万元， 向维西县派出 6 名驻村扶贫干部，
向维西扶贫开发公司派出 8 名挂职干部，
逐步形成了 “行业+产业+消费+教育”的
多维帮扶模式，推动帮扶从“输血式”走上
“造血式” 之路。 在南网的积极参与推动
下，2014-2019 年，维西县累计减贫 11735
户 42289 名贫困人口 ， 贫困发生率从
31.8%降至 0.83%， 于今年 5 月 16 日退出
贫困县序列。

下一步， 南网将组织各单位认真梳
理近年来中央、 地方及公司关心关爱干
部的政策措施，一项项研究落实，对没有
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 逐项查找分析原
因，及时改进完善，确保该保障的条件要
保障、该给予的待遇要落实，真正把组织
的关怀送到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
心坎上。

企企业业建建设设

宁东供电选聘
“廉政联络员”

本报讯 国网宁夏宁东供电公司近
日编制 《“廉政联络员” 工作方案 （试
行）》，探索试点在县公司各班组、供电所
设立“廉政联络员”，拓宽监督渠道。

《方案》明确，“廉政联络员”主要职
责是承担宁东供电公司纪委和所在党组
织安排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重点是履
行对班组全口径人员及相关业务的监督
责任。 （刘国宝）

宁洱供电构建
“新廉心”廉洁文化体系

本报讯 近日，南网云南普洱宁洱供
电局提出了“传承‘莲’精神，推动‘廉’建
设”工作思路，逐步形成具有宁洱供电局
特点的“新廉心”廉洁文化体系。

据了解， 该局相继开展了纪律教育
月活动、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家风家训故
事分享会、剪廉喻“廉”文化活动、廉洁微
电影创作、廉洁文化进家庭、“清廉”供电
所创建等活动。 （岳建吾 向春雷）

庆阳供电举办
“党委书记谈文化”党课

本报讯 9 月 9 日，国网甘肃庆阳供
电公司举办“党委书记谈文化”专题党课
活动，该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杨武以
《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时
代电网人的长征路》 为主题， 重点围绕
“铭记长征史诗，深刻理解长征精神”“寻
找红色印记，薪火相传南梁精神”等内容
进行授课。 该公司全体党员将紧紧围绕
国网公司战略目标，聚焦 2020 年重点任
务，努力将长征精神、南梁精神融入到具
体工作中。 （李若铭）

精准扶贫

■通讯员 高远秋

江西省遂川县汤湖镇位于罗霄山脉南
麓，山多地少，海拔高，适宜茶叶生长。 这
里家家户户以茶为生， 是名副其实的茶
乡。 近年来，遂川县供电公司实施农网改
造升级，推广电能替代，助力当地茶产业
发展。

8 月 24 日一早， 在汤湖镇南屏村，民
富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甫桂带着村里
30 多名村民在茶园里修整茶垄，他们要趁
着这段时间改造低产茶园，让这些茶园明
年鲜叶产量提高 20%。

据了解，汤湖镇盛产狗牯脑茶，共有茶
园 5 万多亩，户均 10 亩。 2012 年之前，当
地茶叶种植户一直采用传统手工方式制
茶。 “那时每到春茶上市时节，种植户白天
采摘鲜叶，晚上守在柴火灶旁炒茶。 杀青、

炒青、烘干都在一口铁锅中完成。 ”王甫桂
回忆道，“大家用大风箱把风吹进灶膛，会
有烟和尘土。 一个晚上也难做出两三斤干
茶，既不高效又不清洁，还经常因为掌握
不好火候而浪费鲜叶。 ”

2012 年年底，遂川县供电公司启动了
汤湖镇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南屏村作为狗
牯脑茶的原产地，率先完成了改造。 王甫
桂看准机遇， 组织 30 多户村民建起了合
作社，购置了 6 台电制茶设备。 茶叶产量、
质量大幅提升，产品更有竞争力，参与的
村民 2013 年户均增收 4.2 万元。 很多村民
看到电制茶的效益后也动了心。

2015 年年底，遂川县委、县政府推行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提出建设中国茶叶强
县目标。 汤湖镇根据这一政策，将茶叶生
产设备纳入补贴范围， 补助比例达 20%-
30%，当地村民开始大量购置电制茶设备。

随着制茶设备不断增加， 村里变压器
过负荷、线路“卡脖子”问题也随之出现。
为支持制茶产业发展， 遂川县供电公司
2016-2019 年陆续在汤湖镇开展农网改造
升级工程，把动力电通到村民家门口。2019
年，王甫桂在原合作社的基础上建起了民
富茶业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年底，汤湖镇变压器增至
92 台总容量近 2 万千伏安，供电员工为汤
湖镇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线路 60 多千米、
0.4 千伏线路 240 千米。充足的电能带动了
制茶产业发展，目前该镇共有大型制茶企
业 11 家、 合作社 13 家， 有电制茶机器
7000 多台，全镇年产干茶 1500 吨，年产值
2.5 亿元。

茶叶生产用上电后，砍柴的人少了，昔
日的烟熏火燎也不见了。 2017 年，汤湖镇
森林覆盖率恢复到 80%以上。 汤湖镇政府
因势利导把制茶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走
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供电公司为
我们打造观光茶园、改造低产茶园、建设
美丽乡村等都提供了可靠的供电保障。 ”
汤湖镇党委副书记袁凉生说。 除改造升级
电网外，遂川县供电公司还义务帮助茶园
维护低压线路、安装用电设备等。

如今 11 家大型制茶企业、13 家合作
社承包了全镇 4 万亩茶园，解决了 2000 多
户茶叶种植户的鲜叶销售问题，也为打造
观光茶园腾出了人手。 截至目前，汤湖镇
已建成矸山、石角、横圳等千亩以上生态
观光茶园 7 个，打造了 9 个美丽乡村。 全
镇每年接待游客 10 万多人，开起农家乐、
民宿 100 多家， 有 3000 多名村民吃上了
“旅游饭”。

电足产业兴 茶乡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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