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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服务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近日召开

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 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同时，会议透露，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
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要坚决守住脱贫攻
坚成果，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对此，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召开
会议强调， 公司上下要准确把握新发展
阶段“三农”工作的新使命新任务，服务
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要总结
运用脱贫攻坚成功经验， 持续做好帮扶
工作，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要加强农村
电网建设改造， 推进乡村电气化提升工
程，促进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当好电力
先行官、架起党群连心桥。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国网圆满完

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国家 “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抵边村寨等电网建设
任务， 户均配变容量达 2.76 千伏安，供
电可靠性大幅提高，定点帮扶的“四县一
区”（青海省玛多县，湖北省秭归县、长阳
县、巴东县和神农架林区）和 2029 个帮
扶点全部如期脱贫摘帽。同时，该公司积
极推进东部地区城乡电网一体化发展、
中部地区电网提档升级、 西部地区乡村
电网完善，建设坚固耐用、灵活友好、智
能互动的现代化农网， 全面满足乡村用
能需求。

目前，国网正根据该公司 2019-2022
年全面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通过改
造升级农村电网、 提高农村供电服务水
平、推广电能替代技术、推动特色用能项
目建设、推介新型用电产品等方式，着力
增强农村用电保障能力， 提升农业生产、

乡村产业、农村生活电气化水平。
据了解， 国网在山东寿光、 浙江安

吉、 湖北潜江 3 个县市开展了乡村电气
化试点项目建设，坚持政府主导，开展政
企联合，主动对接各级政府，抢抓国家生
态环境治理与产业转型升级新机遇，将
乡村电气化融入地方乡村振兴发展规
划，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在项目建设、财政
补贴、专项奖励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推
动试点项目实施。

期间，国网山东、浙江、湖北电力 3
家单位以增强客户用能体验、 提升项目
能效水平、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
结合当地农业农村资源禀赋及产业发展
现状，紧紧围绕农业生产、乡村产业、农
村生活、乡村供电智慧服务 4 大类别，推
动实施 41 个电气化试点项目，惠农富民
成效凸显， 为乡村电气化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可复制、推广的模式。
例如， 在寿光市能源大数据中心建

设过程中， 寿光市供电公司积极同当地
政府合作，推动寿光市政府出台《寿光市
能源大数据中心共建方案》，将农业园区
电气化改造纳入寿光市发展规划， 明确
市属 18 个农业园区全部按电气化标准
打造成智慧用能农业园区， 数据接入智
慧能源服务平台， 为大客户提供管家服
务，为小微客户提供个性服务，为电网运
营提供场景服务，增强了客户用能体验。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随着“三农”工
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对电网企业工作
提出了辛要求。对此，国网总经理辛保安
日前指出， 公司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中践行“大国重器”“顶梁柱”的使
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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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寒冬冬改改造造线线路路保保民民生生

■通讯员 王立军 王书东

寒潮来袭， 呵着双手走进山东省菏
泽市马集镇丁楼村的扶贫车间， 却是暖
洋洋的。 在白炽灯的照射下，30 多名工
人坐在机器前，或剪裁、或缝边，工作台
边放着半成品的衣服， 门口放着几十箱
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外地的衣服。

“现在订单供不应求，机器基本上连
轴转。 ” 承包该扶贫车间的老板邵传东
说，“前年回家过年， 看到村里的电网改
造升级了，动力电很方便，我就承包了这
个扶贫车间，主要是代加工，现在效益还
不错。 ”该扶贫车间建于 2017 年，目前月
产衣服 1 万件，月产值约 30 万元，解决
了附近数十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定陶区地处平原， 人口基数大，有
农村贫困人口 64159 人。 近年来，定陶
区瞄准丰富的农业资源，搭建各类扶贫
平台， 大力加强扶贫车间建设运营，因
地制宜招引项目，采取“企业+基地+贫

困户”等多种模式 ，努力打造具有长久
生命力、可持续、可巩固的扶贫产业，把
贫困群众纳入产业发展链条。 据统计，
近年来，定陶区先后建设扶贫车间 219
个，提供就业岗位 4600 个，带动贫困人
口务工 2000 余人， 扶贫小车间发挥了
脱贫致富大作用。

扶贫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充足
的电力，为此，定陶区供电公司以客户
需求为导向，强电网、提服务，筑强美好
乡村建设发展的动力引擎。据统计，“十
三五”以来，该公司完成农村电网改造
升级项目 330 个， 改造 10 千伏输电线
路 293.5 千米 ， 改造变压器 394 台 、总
容 量 57525 千 伏 安 ， 改 造 低 压 线 路
980.7 千米，户均配变容量由 2015 年的
1.71 千伏安/户提升至 2020 年的 2.99
千伏安/户， 全力满足农村新增用电和
农业生产用电需求。

期间，该公司主动上门“诊断”用电
设备，提供技术支持 ，让客户用上安全

电、放心电。同时，对有关产业发展的用
电报装等业务办理，定陶区供电公司特
事特办、急事急办，并实行首问负责制，
竭诚当好产业发展的“电保姆”。

在建设运营好扶贫车间的同时，定
陶区积极打造以南王店彩虹西瓜、陈集
西施山药等为代表的农业种植产业。对
此 ， 定陶区供电公司专门制定了大线
径、多布点的供电方案 ，以方便大棚种
植户用电； 考虑到大棚种植面积大、线
路长和抽水分散且点多、用电时间相对
集中的特点，该公司积极发挥党员服务
队的先锋模范作用， 根据客户需求，主
动开展志愿服务，定期为农业生产进行
安全隐患排查和设备检修，最大限度保
障供电可靠性。

截至 2020 年底，定陶区贫困人口已
实现全部脱贫。同时，南王店西瓜种植也
获称“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乡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增长 6.8%
以上，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扶贫小车间发挥致富大作用

近日，国网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供电公司人员开展 110 千伏赵武线改造升级工作，进一步提升电
网供电可靠性，满足居民冬季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 杨加明/摄

枣庄供电
登门入户送温暖

本报讯 1 月 6 日晚，山东枣庄北风
呼啸，滴水成冰，国网枣庄供电公司薛城
供电中心沙沟供电所台区经理殷召军到
那场西村 63 岁建档立卡贫困户褚福省
家，为老人检查“小太阳”，叮嘱老人安全
用电，送上寒潮中的温暖。

据了解， 登门入户送温暖是枣庄供
电公司迎战最强寒潮实施的特别行动，
也是对刚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
户、独居老人户、打工返乡户、“煤改电”
户、负荷增长迅速户等特殊群体推出的
个性服务。 行动由台区经理、共产党员
服务队队员和志愿者共同实施，逐户登
门， 现场查看用户家的用电取暖情况，
指导其安全用电，建立至少两种通讯方
式联系渠道，24 小时提供上门服务，为
特殊群体送上光明和温暖。 在此次寒潮
中，枣庄供电公司 1800 余名干部员工坚
守寒潮保电第一线， 重点对 134 个弃管
小区、465 个返乡台区、16938 个电供暖
用户进行了用电摸排。 （鞠同心）

洛川 750千伏变电站
完成 2号主变扩建

本报讯 近日， 国网陕西检修公司
洛川 750 千伏变电站 2 号主变扩建工
程投运。

据了解，洛川 750 千伏变电站位于
陕西省延安市，于 2011 年建成投运，是
国内首个 750 千伏智能变电站，也是目
前延安地区仅有的一座 750 千伏变电
站。 此次该站 2 号主变扩建工程是在原
变电站单一主变的基础上扩建一台
2100 兆伏安变压器。 该工程投运后，结
束了洛川变长期以来单主变运行，满足
了电网规划中“N-1”的安全供电准则，
极大提升了洛川变供电安全性、 可靠
性，增强了陕北电网与关中电网的电力
交换能力， 提升了电网运行的稳定性，
对保证陕西电网设备安全迎峰过冬具
有重要意义。 （王瑞君）

榆林年度新能源上网
电量同比增 23.6%

本报讯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国网陕西榆林供电公司累计新能源上网
电量突破 120 亿千瓦时， 其中风电上网
电量 66.3 亿千瓦时，光伏上网电量 54.7
亿千瓦时， 新能源上网电量同比去年增
长 23.6%。

2020 年，榆林电网新投运风电场 19
座，新增容量 1535.3 兆瓦；新投运光伏
电站 2 座，新增 130 兆瓦。 截至目前，榆
林电网新能源并网电场达 131 座，其中
光伏 81 座， 风电 50 座， 装机容量达
9048.9 兆瓦。为提升新能源上网电量消
纳比例， 榆林供电公司采取多项有效
措施，全力服务新能源并网、消纳。

同时， 该公司还不断加快特高压
电网建设。 目前，榆林特高压项目占全
省项目数量的比例达 50%， 正在建设
中的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工程将实现陕北煤电和风电、 光电直
供中部负荷中心。 （陈婷婷）

山东电科院
抽检瓷绝缘子

本报讯 日前，国网山东电科院技
术人员对新建工程交流盘型悬式瓷
绝缘子开展抽样试验，主要包括聊城
金湖（陈庄）、潍坊上林 220 千伏输变
电工程所使用绝缘子。

结果显示，试验不合格项目均为机
电破坏负荷试验。 根据结果，相关单位
对试验不合格的绝缘子批次进行了全
部更换，并建议其他各市公司对同一厂
家、相应批次的绝缘子进行排查，试验
合格方可使用，对试验不合格的全部更
换。 下一步，国网山东电科院技术人员
将继续做好绝缘子的抽检工作，确保电
网设备安全运行。 （刘嵘 张劲）

朔州供电“开年三讲”
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在安全上做不到‘万无一
失’，关键时刻就会‘一失万无’……”1
月 4 日， 国网山西朔州供电公司总经理
任宇路为广大干部员工上了一堂生动、
实用的安全课， 这也是该公司确定的总
经理讲安全、党委书记讲党建、纪委书记
讲廉政“开年三讲”的第一讲。

据了解，2021 年是朔州供电公司
“夯基铸魂年”， 主要任务是强基层、夯
基础、练基本功，铸牢企业之魂、文化之
魂、发展之魂，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可靠的基础支撑。 为达到这一目
的，该公司确定在年初开展“开年三讲”
活动，通过总经理讲安全、党委书记讲
党建、纪委书记讲廉政有效夯实安全之
基、党建之基、廉政之基，打造担当有
为、高效务实、干事干净的干部员工队
伍， 并以此带动公司上下重视学习，有
力推动全员素质稳步提升。 （李强）

宁城供电切改负荷
提升精益管理水平

本报讯 1 月 6 日，国网蒙东电
力赤峰宁城县 10 千伏凌矿线金龙
分支负荷迁移至 10 千伏忙农东线
切改工作顺利完成，彻底解决了长
期困扰 10 千伏凌矿线重载运行 、
高线损率 、高跳闸 、台区低电压等
问题。

原来，10 千伏凌矿线由于膨润土
及碎石厂企业逐年增多，供电线路已
满足不了用户的实际需求， 而且，金
龙化工企业还有新增 1800 千伏安负
荷的需要。 为解决这一难题，提高用
户用电质量，2020 年 10 月，宁城县供
电公司相关负责人组织专业部门和
供电所进行了实地考察，制定了最佳
迁改方案。 线路建设工作历时 2 个
月，新建线路全长 3.5 公里，将 10 千
伏凌矿线金龙分支负荷迁改至 10 千
伏忙农东线供电。 期间，该公司运维
检修部和忙农供电所党员骨干成员
全程参与线路迁改建设工作，积极协
调解决迁改中遇到的困难，为线路切
改投运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完成线路切改任务， 该公司
还成立了投运保障领导小组，负责
线路切改期间各项统筹工作，并借
鉴公司 2020 年 12 月份新投运线路
10 千伏坤朝线投运工作经验，细化
各部门和供电所职责，确保了切改
线路当天，营销系统、采集系统、生
产 PMS 系统、配网感知系统和同期
线损系统数据实现同步推送和维
护。 据了解，本次线路切改工作从
根本上解决了 10 千伏凌矿地区多
项配网指标低的问题，线路运行状
况得到优化，减少了低电压台区数
量，提升了灌溉季节该地区的供电
可靠性。

下一步， 宁城县供电公司将以
新投“10 千伏坤朝线”和迁改“10 千
伏凌矿线金龙分支” 工作经验为契
机， 以当前公司配网薄弱指标和矛
盾为突破口， 积极开展配网负荷精
准分配， 科学调整配网线路运行方
式，充分发挥配网自动化建设成果，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提升企业同业
对标水平。 （刘永亮 丁亚宁）

海东供电获称
诚信守法示范企业

本报讯 1 月 7 日，国网青海海东
供电公司获称青海省首批 “诚信守法
示范企业”荣誉称号，该公司依法治企
工作迈上新台阶。

2020 年，海东供电公司围绕企业
中心、自身发展需要，积极推进企业
系统法治建设，明确依法治企工作任
务， 并纳入各单位年度精神文明考
核，明确工作目标、时间节点、责任分
工，推进依法治企工作落地开花。 期
间， 该公司积极引导员工做到知法、
守法，严格按制度履职、按规矩办事，
使依法治企工作融入企业管理，使国
家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标准固化到
每个工作流程，形成闭环决策、管理、
监督机制。

同时， 该公司注重多种方式开
展普法教育， 充分利用教育展示中
心、企业网站、报纸等宣传阵地普及
法律知识， 在全体员工中营造法律
宣传的浓厚氛围， 增强法制观念和
依法办事能力， 不断提高公司法治
化管理水平。 此外，该公司还开展了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电力相关法律法
规和电力设施保护等知识的普及宣
传工作， 为电网安全创造了和谐的
社会环境。

下一步， 该公司将采取更多新举
措、 新方式， 进一步推进依法从严治
企，提升依法经营水平。 （李永鹏）

■通讯员 廖洁 欧阳婷婷

“真没想到电力部门会为了我一户建
一个变压器， 真是非常感谢国家的好政
策。”近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
南县莲城镇端鸠村委会那弄村贫困户王
炳雄高兴地说。

今年 62 岁的王炳雄家住在那弄村
西边一公里外，“用电难” 一直是他的烦
心事。 2019 年，广南县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按照扶贫攻坚“不
落下一户、不遗漏一户”的原则，全面开
展脱贫攻坚配套电力建设 。 2020 年 5
月，一台变压器屹立在王炳雄家附近，摸
黑了两年的生活， 王炳雄家的灯终于亮
了起来。

因为老王是档卡户， 每个月他还享
有 15 度电的优惠， 按照他家的用电情
况，一年电费 70 元左右，而为他家安装

的变压器成本至少 16 万元，他算了一笔
账，需要支付 2285 年的电费，供电部门
才能收回成本。

据了解， 广南县地处滇桂黔三省区
交界处，世居着 11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 占 总 人 口 的 61.8% ， 其 中 壮 族 占
42.6%。 广南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云南省 27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全县有
35447 户 162161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49 个贫困村， 贫困人口占全县总人口
的 14.38%，贫困村占行政村（社区）比例
达 84% ， 深度贫困村占贫困村总数的
65%，“广南广南、又广又难”曾是这里撕
不掉的标签。

近年来 ， 为打通广南脱贫攻坚的
“最后一米”，实现电力指标达到脱贫退
出标准，广南县电力公司全面做好脱贫
攻坚各项工作，发挥能源保障的基础作
用，全力助力广南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广南县自然环境恶劣，山区、半山
区就占总面积的 94.7%， 如在放羊村建
房修路几乎都是在大石头上完成， 给电
网架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放羊村、觉
得老寨台区新建改造工程项目总工陈
建许介绍，为打赢这场脱贫战役 ，广南
县电力公司想尽一切办法攻坚克难，很
多电杆都在岩石上钻坑、安装。同时，该
公司优化全县配网结构，加快配电自动
化建设，推进低电压台区改造、提升配网
装备水平， 争取与全省同步完成了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

通过广南电力公司全力以赴的坚苦
奋战，截至目前，广南县 177 个行政村包
含 8 个社区、149 个贫困行政村、2699 个
自然村全部通动力电，建档立卡户 35447
户 162161 人全部通生活用电，全县实现
所有自然村通动力电，达到脱贫指标，助
力乡村振兴。

广南不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