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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广告

本报广饶讯 近日，国网广饶县供电
公司党员服务队一行9人深入稻庄镇徐楼
村，为全村的五保户、低保户等贫困家庭
排解用电难题，帮助检查整改老化的电力
线路，免费安装电力线路和插座等。服务
队还为他们讲解了安全用电知识，受到贫
困群众的欢迎。 （聂永强）

□ 郭歌 张思凯

近日，国网长清区供电公司高压业扩
业务专员潘磊带领调控、运维等岗位的专
家组成员来到长清大学城山东师范大学、
工会管理干部学院等3所高等院校，对接校
区此前向长清供电申请的上电业务，针对
校区用电需求指定业务对口专家进行现场
考察，并将各对口专家出具的方案汇总形
成用电方案，单线对接校方用电负责人，
提升客户办理用电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效
率。

今年6月，国网长清区供电公司接到山
东师范大学等3所学校的业扩用电申请，申
请新上用电负荷6510千伏安，用于学校新
建图书馆等教育设施。7月，在与校方对接
中，业务专员潘磊了解到，由于正值暑

期，校方将业务延期至10月。10月17日，
在与校方进行前期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潘
磊带领公司调控、运维等多个部门专家成
员先后来到山东师范大学施工现场和主供
电源变电站110千伏团山变电站等，对用电
负荷能否满足需求、T接是否合理等进行
现场勘查，提出由原先的10千伏团师线专
线供电变更为10千伏团师线、10千伏河盟
线双电源供电的用电方案，并计划于90个
工作日的施工工期后进行验收和正式接
管。

为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用电客户前来
办理上电业务时的过程感受，国网长清区
供电公司推出了“业务专员”全程单线对
接的工作机制。遇有高压业扩用电业务，
由一名指定的业务专员全程单线对接客
户，对客户的需求及时向公司反映并将结

果反馈给客户；遇有新申请用电负荷在630
千伏安以上的办电业务，由业务专员充当
总指挥和双方意见的传递枢纽，成立由调
控、运维、营销等岗位人员成立的专家
组，带队前往客户方，根据客户需求、现
场施工条件等分头开展现场勘查，并将各
专家组成员的意见建议汇集成册，单线与
客户方进行对接，优化业扩报装服务质量
和效率。

今年1至10月，通过“业务专员”服
务，长清供电的业扩报装受理、验收数量
和效率均有了大幅提升。累计受理新装用
电申请210个，申请总容量99880千伏安，
较去年同期增加32265千伏安，同比上升
47 . 93%；验收送电客户94户，总容量59965
千伏安，较去年同期增加33310千伏安，同
比上升124 . 97%。

□ 耿明 张思凯

国网东明县供电公司坚持以“抓党
建、聚人心、促发展”为主题，把党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
管理优势、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全面开
展“四抓四提升”活动，激发基层党建工
作活力。

抓组织管理，提升党建工作战斗力。
东明供电不断深化“四好班子”创建活
动，引领班子和班子成员注重补位、注重
党建、注重管理等自身“软实力”的提
升，坚持党委中心组学习，努力提升班子
政治素质、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党委的政
治核心作用；严格“三重一大”事项决策
程序，规范干部人事管理，强化领导班子
分工合理、团结协作、运转高效的工作格

局，提高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执行力，班
子整体效能得到有效发挥。

抓创新管理，提升党建工作原动力。
东明供电党委紧密结合“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以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电网企业
的党建工作，引导基层党组织以创新促党
建，强化学习实践，推动“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着力推动思想解放，加快创新
科学发展，努力破解难题，全力维护和谐
稳定，以党建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企业
的安全生产、优质服务和党风廉政建设等
各项工作。

抓教育培训，提升党建工作向心力。
东明供电坚持以结果为导向，强化精益化
管理，抓培训质量、抓服务保障，提升培
训工作实效和品牌形象，在强化各种学习
活动的同时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支部班子

自身建设，通过上党课、报告会等形式，
明确党员和干部在企业发展中的责任和使
命，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
有效地提升了党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
和先锋意识。

抓工作运行，提升党建工作执行力。
东明供电以创建“电网先锋党支部”为目
标，强化支部建设，以“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为主线，以落实“三会一课”、民主
评议党员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为基础，促
进支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通过融入
“互联网+”模式，建立支部微信群，方
便党员学习。通过开展“守纪律、讲规
矩”主题教育活动、“转作风、树形象”
大讨论等活动，不断强化党员“四个意
识”，拧紧思想“总开关”，使党员教育
管理严在平常、融入经常。

□ 左丰岐

随着一波又一波寒流的侵袭，冬季取
暖话题也热了起来。记者采访中发现，目
前农村取暖有了清洁煤、燃气、电能等多
种新的替代形式，但是农村能源消费转变
的支撑条件不足也开始显现。农村“绿色
取暖”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需费一番功
夫的系统工程，各地各部门应谋划可持续
的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综合管控措施，方

能惠及长远。
农村取暖方式转型转变、清洁供暖要

过的关绝不是气代煤、电代煤的单纯改
变，还牵涉到农民能源消费水平、农村住
宅节能改造，以及配套的供热供暖管网、
燃气管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同步提升，
乃至能源价格政策改革等诸多方面。

目前，农村住宅普遍用能环境不佳，
不仅保温效果差，还容易造成极大的能源
浪费。大多数农房由农户或者农村工匠按
照传统方式建设，基本没有采取保温节能
措施，门窗多为普通铝合金或玻璃木框窗
户，不利于节能。如果采用空调、电暖
气、碳晶板等形式供暖，较之采取了保温
节能措施的楼房而言，耗电量高，取暖效

果差。
农村电网也是难题。虽然各地供电公

司都积极推进电能替代，大力实施农村电
网改造提升，以满足农村不断增长的电力
需求，但还有很多农村电网亟待升级。同
时，相当部分农村村居布局分散，远离城
镇和相对集中居住区域，城市集中供暖模
式很难去推广，并且燃气管网、热力管网
难以全覆盖，不仅建设起来投资巨大，成
效也较慢。

目前，全省各地在推进农村绿色清洁
取暖时，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多
能互补”的技术路线，选择适宜的取暖方
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城区和农村清
洁取暖工程，已经收到很大的成效。但

是，其中财政补贴的力量也起了极大作
用。虽然这是启动新工作的常用方式，但
也该考虑到财政补贴退出之后的问题。一
方面要加大燃气、热力、电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另一方面要引导市场各方力量探索
经济高效、更适合农村的绿色清洁取暖方
式，特别要引导农村居民转变能源消费习
惯，毕竟人们有了煤气灶就不愿再烧碳炉
子。

农村绿色取暖是方向，但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或许社区化集中居住、集中供热
更有优势，却也不见得适合所有地方，因
地制宜更关键。各种路线都是在探索中前
行，但星星之火已经点燃，清洁取暖也会
越来越普及。

□通讯员 吴玉华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邹城讯 “今年1 . 3万吨的产量，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完成！”近日，兖矿
集团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韩开佩态度坚定地对记者说，“尽管
10月上旬才试生产，还不具备正式生产能
力，但是我们看到洁净煤市场很好，很受
农村老百姓欢迎，所以我们开足马力生
产，满足老百姓需求。”

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洁净煤厂目前
有两个车间，职工不超过110人。一个车间
是拥有10条生产线的型煤车间，设计年产
量100万吨；另一个是添加剂车间，设计年

产量50万吨。目前10条生产线正轮流开机
加班组织生产，处于磨合期的洁净煤厂目
前日产量在400吨左右。

2016年，兖矿集团蓝天清洁能源5万吨
中试基地共生产洁净煤1600多吨，只是在
基地周边几个乡村进行试烧。程岗村村民
李新家去年一个冬季都烧的兖矿洁净煤，
家里安装了6组暖气片，也用上兖矿集团生
产的配套解耦炉。

“简直太好烧了！又干净又暖和。暖
气片热得都不敢放手。”李新说，以前家
里做饭、取暖都用老式的直筒炉，烟灰
多，院子里落满一层黑灰，衣服都不敢
晾。用上兖矿解耦炉烧了洁净煤后，烟囱

里不冒黑烟了，院子里也见不到黑灰了，
屋里也没有呛烟味了。而且解耦炉用起来
也很方便，加一次煤能烧3个小时，夜里可
封炉12小时，根本不用起夜。解耦炉和洁
净煤一块用，做饭、取暖全部解决，正常
使用每天烧一袋50斤的洁净煤，比以前每
天节约30斤。今年，她家又预订了2吨洁净
煤。

程岗村支部书记程学周介绍说，去年
程岗村103户村民90多户都用上了兖矿集团
生产的解耦炉和洁净煤，大家都很认可，
急火可爆炒，慢火可焖炖，不炒菜做饭可
取暖，确实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为了推广、引导农民使用这种清洁环保的

炉具和型煤，当地政府还给予补贴，洁净
煤政府1吨补贴160元，老百姓负担700元；
解耦炉政府补贴860元，老百姓负担500
元。“不到2000元，老百姓就能过个舒舒
服服的冬天。”程学周说，今年兖矿集团
早早就开始洁净煤和解耦炉的使用宣传，
引导大家使用洁净煤。“今年俺村都能用
上。”

10月份，兖矿集团蓝天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联合邹城市有关部门，在看庄、郭
里、石墙3个镇154个自然村，集中推广使
用兖矿蓝天洁净煤和蓝天环保炉具解耦
炉，培养示范村，现在已有近1万户村民用
上洁净煤和解耦炉。

□ 李仲 张思凯

随着水稻收割的结束，收购水稻、加工大米正在进行时。11
月16日，国网鱼台县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上门为大
米加工企业用电提供优质服务。

鱼台县一直以来被称为“鱼米之乡”。在鱼台县唐马镇，全
镇拥有大米加工企业10余家，有的企业24小时加工，用电量也随
之增多，为了保证这些加工企业安全用电，唐马供电所组织党员
服务队上门为企业用电排忧解难，通过定期开展上门服务，排查
用电设备安全隐患，了解用电需求，帮助其解决用电难题。同
时，该所开通供电服务“绿色通道”，对大米加工企业的用电申
请实行现场受理、快速通电，全力满足客户用电需求，助力鱼台
大米畅销四方。

“今年总体大米销售情况一直比较好，尤其在今年秋天，专
用变压器的投运，实现了每天30吨大米装车发货。供电公司还上
门提供‘零距离’的优质服务，太感谢你们了！”唐马镇大米加
工企业老板周勇对上门服务的供电公司员工说。据了解，在稻米
加工的集中期，当地供电所与大米加工企业同步作息，遇到供电
问题随叫随到，及时排除故障，确保连续供电，得到了企业和百
姓的一致赞誉。

大米加工对电能质量的要求特别高，如果电压低，打米机运
转不顺畅，打出来的都是碎米或是混着谷子的米，大米的价格将
大打折扣。为了解决大米加工企业的用电忧虑，国网鱼台县供电
公司一方面不断升级改造当地的电网，换为大线径的导线和大容
量的变压器，为大米加工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用电环境。该公司
将两条10千伏线路列入农网改造项目，相关部门进一步梳理排
查，开展细致周密的诊断分析，从技术上采用合理调配、增大配
电线路线径、增加变压器容量、优化台区布点，提高供电可靠性
和电能质量；另一方面，对各大米加工企业量身制订用电方案，
对其内部电力线路和设备开展地毯式检查，确保企业各项用电设
施安全稳定。同时，该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访企业，发放
安全用电宣传资料，与企业交流用电安全、供电服务需求，征求对
供电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以快捷、周到的服务，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 赵冬 左丰岐

“大家注意，今天施工交叉跨越点较多，要把安全生产放在
一切工作的首位，工作中要保证专人监护，严格落实危险点预控
措施……”11月8日，在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35千伏程郭变电站
和10千伏线路检修消缺工程施工现场，该公司安全督查队成员宋
振国、张立波在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督查，并对施工人员操作行为
进行照相、录像，确保施工安全，筑牢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线。

当前电力检修工作施工任务重、时间紧、点多面广，现场安
全风险增加。为切实抓好作业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莱州市供电公
司制订详细的督查计划，将“安全管理提升”贯穿始终，按照
“抓人员落实、抓设备管理、抓薄弱环节”的总体思路，将督查
工作落实到位。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到位到岗规定，强
化安全督查队管理，督查队员携带现场作业安全管控视频监控终
端设备，从现场开个会到现场施工至工作结束开收工会进行监
控，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对各类违章进行教育、曝光、处
理、整改。

莱州供电首先认真督查《安规》、《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基本
规范》、《生产作业风险管控工作规范》、“两票三制”等规章
制度的执行情况。考问作业人员作业现场危险源、防范措施及紧
急处理措施知晓情况。二是认真督查一线作业人员的承载力、工
作现场安全措施落实、作业前安全和技术交底、安全行为规范、
作业现场监护、安全工器具配置和现场车辆情况。认真督查各类
作业人员现场作业范围、作业任务、作业程序、危险源、风险预
控、紧急处理措施的知晓情况。三是认真督查岗位风险辨识能
力、技术能力水平与岗位适应情况，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每
一个现场、每一个环节以及人员的每一个作业行为。以安全例
会、安全活动、安全培训等为载体，进一步深化典型违章行为的
学习，增强员工自警意识。四是认真督查隐患排查的治理。检查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涉及人身安全的设备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高危及重要客户安全管理、客户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情况，建立挂牌督办和整改销号制度，形成长效机
制，为电网安全迎峰度冬打下坚实基础。

□ 陈宇斐 左丰岐

“王大哥，线路整改好了，您可放心用电了，如有用电问题
请随时和我们联系……”11月6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彩虹共
产党员服务队走进蚕庄镇大棚蔬菜种植区，帮助菜农检修维护用
电设施，并发放《安全用电常识》手册，受到广大菜农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大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招远市
菜农数量不断增多。当前，随着冬季的到来，为维持蔬菜适宜的
生长温度，大棚蔬菜种植户集中采用电取暖设备，蔬菜供暖用电
需求量不断增大，带来的用电安全隐患随之增加。为确保菜农安
全可靠用电，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保供电服
务和安全整治力度。

走访过程中，服务队员针对部分大棚种植户对安全用电知识
不了解、用电方面存在诸多隐患的实际，通过发放安全用电宣传
材料、张贴标语等方式，向大棚种植户宣传用电常识，对大棚照
明、取暖接线、设备操作等安全注意事项进行现场解答。对各个
大棚内架设的通电导线，安装的卷帘机、潜水泵、取暖器、电喷
枪等涉电设备进行巡视检查，发现私拉乱接现象和违规线路现场
进行整改，确保大棚内用电线路标准化、规范化、安全化；集中
整治大棚用电缺陷，对固定大棚膜的绳索进行专项清查，发现使
用铁丝、钢丝等易导电物品，立即进行清理更换，用不导电的尼
龙绳代替；对电力线路接头点进行绝缘处理，避开排灌水管或容
易发生渗水的地方，防止因漏电造成人身触电事故的发生。排查
隐患的同时，服务队员还及时完善用户档案，把蔬菜大棚客户的
姓名、用电地址、联系电话等客户用电信息分类建档，并按照用
电台区划分，确定由专人进行用电服务。

与此同时，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还特事特办，进一步简化工
作流程，凡是蔬菜种植户的用电申请，全部给予特事特办、优先
办理。遇到计划停电，及时通知蔬菜大棚客户做好停电准备，避
免可能产生的损失。公开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推行24小时全天候
服务。

截至目前，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已先后征求意见13条，并对
相关内容进行了改进，使供电服务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满意度。

鱼台供电倾情服务稻米产业

莱州供电

强化督查确保施工安全

招远供电

保大棚蔬菜“温暖”过冬

做饭取暖全解决 便宜好烧受青睐

兖矿洁净煤走俏农家

农村“绿色取暖”要谋划长远

本报淄博讯 “管道和壁挂炉都安好
了，家里供暖、做饭都能用上天然气了，
比烧煤方便，还干净。”11月初，淄博市
临淄区齐都镇西关北村村民袁福林擦拭着
刚安装不久的燃气壁挂炉高兴地说。

村里能通上天然气，得益于临淄区推
行的气代煤工程。临淄区加快推进气代煤
工程建设步伐，计划用3年的时间，在全区
集中供暖以外的区域全面实施冬季清洁供
暖气代煤工程。现有具备条件的村居10月
底前完成1 . 6万户，2018年底前全区基本完
成气代煤，2019年底前全面完成气代煤工
程。

为不增加百姓负担，市区财政对进行
气代煤的住户进行补贴；对于特困人群，
相关费用由政府负担。“具体补贴是燃气
管网按每户3000元的标准补贴给燃气公
司，燃气公司不再向用户收费；壁挂炉是
政府向用户补贴购买燃气壁挂炉费用的
70%，最多补贴2700元；用气费用方面，按
照采暖期用气1元/立方米的标准补贴到用
户，每户每年最高补贴1200元。”临淄区
公用事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兆会介绍。

为确保达到冬季供暖要求，临淄区成
立了30多个施工项目部，1300多名工人加
班加点赶工期。张兆会说：“我们本着完
成一个村、验收一个村、通气一个村的原
则，在采暖季前全部完成了所有壁挂炉的
调试、运行，确保老百姓这个采暖季能用
上壁挂炉采暖。” （王成峰 王熠）

东明供电“四抓四提升”激发党建活力

长清供电推出“业务专员”机制

广饶供电为贫困户

排解用电难题

临淄1 .6万农户今冬

实现天然气取暖

□方 军
左丰岐 报道

随着冬季来临，电
力设备面临低温冰冻考
验。近日，国网东平县
供电公司组织检修人员
积极开展变电站检修工
作，消除安全隐患，确
保迎峰度冬期间电力供
应安全稳定。



□毕翠莉 谭冲 报道
▲冬季天干物燥，野外枯草、秸秆等

易燃物堆积较多，且多大风天气，电网防
山火安全形势严峻。为确保冬季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国网莱芜供电公司全面布防，
做好输电线路防山火工作。图为11月17
日，莱芜供电输电运检工作人员对220千伏
翟钢线开展防山火特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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