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枣庄供电
部署开展能效服务

本报讯 2 月 3 日，国网山东枣庄供
电公司透露， 过去一年该公司建成企业
用能优化控制、非工空调柔性负荷控制、
大用户自动需求响应等综合能源项目 27
项，实现收入 7026万元，同比增长 53%。

新的一年，该公司将对 1.48 万户高
压客户开展用能普查，在枣庄高新区、滕
州高铁新区争取开展园区用能示范，推
进台儿庄人民医院、 滕州一中高铁新区
分校等综合能源项目落地实施， 试点建
设虚拟电厂，推动生产制造、建筑供冷供
热、交通运输等行业规模化替代，力争替
代电量 8 亿千瓦时。 （鞠同心）

兰州供电推广高风险
用户分次结算工作

本报讯 为有效化解电费回收风
险， 国网甘肃兰州供电公司积极应对购
售同期后电费回收面临的形势与压力，
大力推广高风险用户分次结算工作。 截
至 2 月 1 日，该公司共完成 62 户用电客
户分次结算协议的签订工作， 为分次结
算全面推广奠定了基础。

据兰州供电公司电费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分次结算的推行，增加了
电费收缴频率，缩短了回收区间，为电
费回收再添“保险”，确保了颗粒归仓。
同时，客户通过分两次交费，减缓了一
次性结清电费的资金压力， 实现供用
电企业双赢。 （韩婷 石雅婷）

晋城供电同业对标
业绩考核“双第一”

本报讯 2 月 2 日，国网山西晋城供
电公司召开的九届五次职代会暨 2021
年工作会议透露，2020 年该公司取得全
省电力系统同业对标、 业绩考核 “双第
一”，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 该公司
2020 年全年完成电网投资 5.43 亿元，同
比增长 141.4%； 售电量 177.85 亿千瓦
时， 同比增长 1.35%； 电费回收连续 23
年“零承兑、零欠费”。

同时，该公司 2020 年执行“95 折”
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1.83 亿
元；新增装机容量 32.2 万千瓦，新能源
发电量 9.78 亿千瓦时 ， 利用率保持
100%；分布式光伏实现按月结算，全年
支付电费 2.12 亿元、总额居全省第一；
1.3 万户居民“煤改电”按期完工，超过
过去 3 年总和。 （宁静 韩宇恒）

山东电科院获称
省级全员创新企业

本报讯 日前， 国网山东电科院从
200 多家申报企业中脱颖而出，获称“山
东省全员创新企业”。

据了解， 全员创新企业评选工作
是山东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部
署的 2020 年全省工会重点工作之一，
旨在激发职工创新意识、 提升职工创
新能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深化劳
模（金牌工匠、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
室创建、发挥典型引领作用等。 今后，
山东电科院将持续深化群众性创新创
效工作，完善创新载体、创新机制建设，
推动职工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发挥好示
范引领作用。 （张春秋 张劲）

江阴市供电专业
技术人才再升级

本报讯 近期， 国网江苏江阴市供
电公司有 22 名员工通过国网公司 2019
年度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定，
各类高技能人才人数在全省县级公司中
居前列。

据了解， 自 2018 年起， 国网落实
“放、管、服”工作，中级职称评审工作由
省电力人才评价中心具体负责， 申报条
件也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参加评审的对
象从全民人员扩大至集体、 农电性质人
员。 对此，江阴市供电公司实施“全员素
质提升、技术能手培育、培训资源升级、
培训讲师授课、 人才评价激励” 五大工
程，完善“员工素质提升考核奖励办法”，
落实薪酬考核激励， 激发员工参加职称
评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陈炯 奚艳）

峄城供电中心
关爱特殊群体获赞誉

本报讯 “谢谢你，杨师傅，要不是
你来得及时，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日
前，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黄庄村
村民杨平对峄城供电中心峨山供电所
人员杨宝忠表示感谢。 当日，杨宝忠到
杨平家开展紧急抢修，快速帮助更换烧
坏的电源线，保障家中老人的呼吸机正
常使用。

据了解，在日常工作中，峄城供电中
心积极开展特色服务， 建立了特殊客户
服务档案，为辖区孤寡老人、残疾人、生
活困难人员等社会特殊群体开展定期上
门服务，赢得了广泛赞誉。 （刘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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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最早因盛
产蔬菜而出名。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
电力在蔬菜产业发展、服务老百姓美好生
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9 年，三元朱村建起第一座蔬菜大
棚，30 多年来，寿光从冬暖式蔬菜大棚发
源地发展成为全国蔬菜交易总部、价格形
成总部、模式输出总部。现在，寿光大棚蔬
菜种植面积达 60 万亩，年产优质蔬菜 45
亿公斤， 相当于全国 14 亿人民 7 天的食
用量，成为全国闻名的“蔬菜之乡”。

寿光蔬菜高产量的背后，离不开蔬菜
产业现代化发展。 走进寿光的蔬菜大棚，
农民忙碌的身影已不多见， 而是补光灯、
水肥一体机等电气化设备，蔬菜大棚俨然
变成了“蔬菜工厂”，这离不开充沛电能的
支撑保障。 2019 年，寿光被确定为全国 3
个乡村电气化示范县之一，面对重要的历
史机遇， 国网山东寿光市供电公司坚持
“让电等农业生产， 不让农业生产等电”，
全面摸排寿光全市 3800 个农业台区 、
4700 公里中低压线路， 并根据设备健康
状况补强配电网， 让电通到每一个大棚。
同时，该公司开展“一图一表”网格化村镇
规划， 新建改造中低压线路 470 公里，新
增配电变压器 538 台，全面优化配网网架
结构，解决了一系列“卡脖子”难题，在全
省率先实现农业台区接入“零受限”。

“蔬菜工厂”电足了，菜农们的心也
敞亮了。 “以前都是‘靠天吃饭’，现在变
成了‘靠电吃饭’。 ”看到电带来的变化，
80 后“新农人”王聪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王聪曾算过一笔账，大棚通电后，仅使用
补光灯增加作物光照， 就能让整个大棚
蔬菜产量增加 20%。目前，寿光约 2 万个
电气化大棚用上了补光灯、 水肥一体机
等电气化设备。

实现电气化，更要迈向智慧化。借乘全
国乡村电气化示范县建设的东风， 寿光市
供电公司自主开发了“365 电管家”智慧能
源服务平台，能采集大棚内作物生长、周围
环境、设备用电量等各类数据，经过分析计
算，可以准确指导菜农科学用能，降低生产

成本。 另外，该公司还开发了手机端 APP，
菜农随时随地就可以通过手机操控电气化
设备，查看用能情况。 据统计，现在寿光的
电气化大棚较传统大棚每亩每年能节水
40%、节肥 30%、节省劳动力 20 人·天/亩，
相当于每年每亩减少生产成本 7000 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寿光，现
在越来越多的蔬菜运输车由燃油车变成
了电动车。

2020 年，寿光被确定为全国 4 个服务
新能源汽车下乡试点县之一， 以此为契
机，寿光市供电公司加大充电设施规划布
局，联合发改、交通、住建等部门制定《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高标准
建成三元朱村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同
时，加快中心城区、高速公路等核心区充
电站建设，打造了“城区 4 公里、15 个镇
街全覆盖”的快速充电服务圈。同时，该公
司还面向农村推广电动汽车， 引导市民
“低碳出行”。 目前，寿光电动汽车保有量
4000 余辆，公共充电桩达 529 台，位居全
国县级市前列。

随着充电设施不断完善，电动物流企
业得到实惠，并助力当地节能减排。 如寿
光大容新能源物流公司有 120 辆电动物
流车，主要用于蔬菜运输，与传统燃油车
相比， 每年能为公司节约成本 350 万元，
减少碳排放 894 吨。

同时， 寿光市供电公司先行先试，在
寿光洛城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
地试点建设全国首个乡村绿色生态智慧
能源项目，逐步向着更高的“近零碳排放”
目标迈进。 “在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我
们通过多能耦合技术将生物质能，转化为
多种能源供给大棚， 剩余能量进行存储，
然后循环使用，构建了多能互补、平衡使
用的网络架构。 ”寿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
工作人员耿宝春说。

该公司因地制宜， 将寿光洛城现代农
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屋顶分布式光
伏、风电、生物质气冷热电联供系统、空热
泵系统、电储能、蓄热（冷）系统、燃气锅炉
等集成， 通过自主开发的智慧用能系统调
节能源系统中各类设备运行方式，使得电、
冷、热各类能源达到需求的动态平衡，最大

化实现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全额消纳，
实现从“低碳排放”到“近零碳排放”。

2020 年 8 月 3 日，寿光电网全网最
高负荷达 121.16 万千瓦 ， 创寿光电网
用电负荷历史新高。寿光市供电公司全
年售电量也由 64.5 亿千瓦时增至 74
亿千瓦时，连续 8 年保持山东省县公司
首位。

只有建设更加坚强的电网，才能满足
不断增长的负荷需求。 “十三五”期间，寿
光市供电公司持续推动电网转型升级，形
成了以 1 座 500 千伏变电站为枢纽、6 座
220 千伏变电站为骨干、21 座 110 千伏和
19 座 35 千伏变电站深入负荷中心的山
东省最大县域电网。

要坚强，更要智能。 2020 年，寿光市
供电公司在全省率先完成公用台区配变
智能终端全覆盖，4259 个公用配变台区
用上“智慧芯”，实现台区故障信息快速
感知、停电报修秒级响应。居民供电可靠
性达 99.985%， 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减少
9.1 小时。 “我们在计量箱中安装了模组
化感知终端，当客户家停电时，计量箱中
的模组化感知终端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停
电信息反馈到供电服务指挥中心， 真正
做到秒级主动抢修。 ”在三元朱村 44 号
智慧台区旁， 寿光市供电公司台区经理
李清光介绍。

当好“先行官”，架起“连心桥”，服务
一直是供电公司的“生命线”。为此，寿光
市供电公司在农村全面建设服务驿站，
依托党员服务队，把办电、抢修等服务送
到老百姓身边，开展了“党员示范台区”
和“党员示范大棚”建设活动，织密与村
委、菜农的服务网，用走心服务办好老百
姓的“心头事”……

因电而兴，由电而强。 “十三五”期间，
作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排头兵、全国蔬
菜产业发展探路的主战场，寿光在不断创
新提升“寿光模式”中走出了一条电气化
赋能乡村振兴之路。截至 2020 年底，寿光
人均可支配收入 22484 元，寿光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达 1288.9 亿元， 是山东首个存
款余额过千亿元的县级市，其中 80%存款
来自农民，农民存款 70%来自“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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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绿电”送全国渐成现实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 国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近日召开的 “开局十四五 电
网在先行” 新闻发布会透露，“十四五”期
间，该公司将加快建设陇东-山东特高压
直流工程，积极推动河西第二条特高压工
程和抽水蓄能项目，加快省间 750 千伏联
络线路建设，将跨区跨省输电能力提升至
4200 万千瓦以上， 助力甘肃打造国家重
要的现代能源综合基地，让“甘肃绿电”在
全国走得更远、更广、更响，助力提升甘肃
发展的 “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同
时，该公司将投资 240 亿元实施配农网巩
固提升工程，推动城市和农村电网再上一

个台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具体到 2021 年，国网甘肃电力将投资

86亿元开展七个方面工作： 积极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积极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
极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能源互
联网建设，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力优
化电力营商环境，配合做好电力市场建设，
打造用心用情为民服务的金色名片。

具体而言，国网甘肃电力将保持定点
帮扶政策稳定，消费帮扶 1000 万元，大力
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
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的重点工程早开工、早投产，陇东-山
东特高压工程年内开工建设，武胜-郭隆
第三回线年内建成投产；积极推动新能源

发展， 电力外送力争突破 620 亿千瓦时，
电能替代 110 亿千瓦时，发挥电力大数据
服务环保监测作用， 深化新能源云建设；
配合做好中川机场扩建、中兰铁路等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供电工程建设，做好陇南等
地搬迁重建供电保障， 服务 5G 核心网、
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建设。

同时，该公司将最大限度压减办电时
间、减少办电成本，提高供电服务质效，最
大限度满足客户“获得电力”需求；落实好
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工作，不断提
高市场化交易规模，配合政府做好转供电
清理，确保改革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百姓手
中；实施“党建+”乡村振兴、电网建设、新
能源消纳、优化营商环境等八大工程。

据了解，目前甘肃新能源装机 2369 万

千瓦、占总装机的 42%，通过国家电网公司
统一调度平台和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累计
消纳清洁能源电量 1512 亿千瓦时， 甘肃
新能源利用率达 95.28%，较“十二五”末
提高 35 个百分点，增幅位居全国第一位，
破解了困扰多年的新能源发展矛盾。

同时， 国网甘肃电力先后建成祁韶、
吉泉、青豫、河西三通道等重大工程，通过
18 回 750 千伏线路与周边省份相连，跨
区跨省输电能力提升至 2900 万千瓦、是
“十二五”末的 1.9 倍，电力外送 20 个省
市，大送端电网的格局初步形成。此外，该
公司还积极发挥电力大数据优势，实现国
网首个超大型绿色数据中心对外运营，推
出“电眼看黄河”助力精准治污，精准识别
“空心村”电力大数据产品在全省推广。

“菜乡”振兴动力足

资资讯讯

低碳转型

陇东-山东特高压年内开建，“十四五” 还将推进河西第二条特高压等
项目，跨区跨省输电能力由目前的 2900 万千瓦提升至 4200 万千瓦以上

电网强服务优
老百姓的日子比蜜甜

乡村电气化
助力蔬菜产业现代化

“低碳”到“近零碳”
让天蓝水清乡村更美

长江上游区域
大数据中心送电

本报讯 2 月 4 日，经国网四川宜
宾供电公司人员连续一周的观测后
确认：1 月 27 日试运行的 10 千伏柏
桥线技术参数正常，预示该线主供的
长江上游区域大数据中心带电，为下
一步大数据中心大批量信息设备安
装、调试、上线运行提供了坚强的电
力保障。

据了解， 长江上游区域大数据中
心暨大数据产业园位于宜宾市三江新
区临港开发区， 重点承接 5G 等新一
代数字技术巨量应用数据和高清视频
业务，围绕打造“一带一路”南向国际
节点开展国际数据服务， 构建成为四
川省领先、 位居中西部地区第一方阵
的信息枢纽中心、 流量汇聚中心和网
络节点中心。

为助力大数据中心落户宜宾 ，
宜宾供电公司坚持以服务客户为导
向，精准施策，科学优化电网结构和
供电方案， 从 110 千伏柏树林变电
站和 110 千伏沙坪变电站新建延伸
两条 10 千伏线路至该负荷中心，采
取 10 千伏双电源 、 双专线供电模
式， 全力保障大数据中心重大设备
满负菏运转。 （王渤涛 陈刚）

南平供电建设山区县
无计划停电“样板”

本报讯 1 月 27 日，国网福建南
平供电公司制定了全省首个“十四
五”县城中心区不停电规划方案，将
率先建设山区县无计划停电区域“样
板”。 该公司计划在邵武市设定不停
电区域 1.02平方公里，覆盖 11个大中
型小区 1.44万户。 至“十四五”末，实
现县城中心区 7.68 平方公里，8.83 万
户全部取消计划停电。

据了解，邵武市无计划停电区域
主要包括新天地广场、巴黎春天、花
香维也纳等 11 个大中型小区，2020
供电可靠性达 99.991%。 邵武市供电
公司结合城区负荷分布特点，以单环
网结构为主梳理城区 21 个环，先后
新建人民线与华光线联络、城新Ⅱ路
与太极开闭所联络等，实现城南新城
区联络率、N-1 通过率 100%。 同时，
梳理并解决名仕豪庭等 69 个配电室
无法合解环问题，减少负荷转电操作
时间，并立项解决大中型小区、中高
层建筑单电源问题。 该公司还开展
城区站房自动化改造，目前已安装 4
个 DTU 环网柜并进行调试上线，实
现故障快速隔离功能。

同时， 邵武市供电公司结合老旧
小区改造，储备项目 30 个，投资 2200
万元，对老旧小区高、低压线路及变压
器进行改造， 大大提高供电可靠性。
2021 年，城南新天地核心区供电可靠
率目标由 99.991%提升至 100%； 主城
区 供 电 可 靠 率 由 99.953% 提 升 至
99.970%， 辖区供电可靠率由 99.936%
提升至 99.950%。

据邵武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
许青云介绍，随着不停电作业越来越
普及，计划停电渐渐没有了“存在的
必要”。 为此，2021 年，该公司计划开
展 700 次不停电作业， 提升带电作业
力量，拓展深化综合不停电作业项目，
同时， 采取在带电作业检修时利用发
电车保供电， 辖区内所有线路均可负
荷转移，让用户“零感知”。 2021 年，该
公司将通过不停电作业减停 15000 时
户数，增供电量 255 万千瓦时。

此外， 南平供电公司将以邵武城
南新天地为试点， 在 2022-2025 年期
间持续向周边发展， 最终实现全市城
区 7.68 平方公里、8.83 万用户不停电
目标。 （李娟 朱丽 陈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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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网安徽合肥供电公司首次举办营销（计量专业）技能竞赛，来自该公司 5 家供电服务分中心，
巢湖及 4 家县供电公司的选手同场竞技，旨在进一步提升电力多专业融合和优质服务水平。 图为竞赛选手
在进行现场实操项目比赛。 李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