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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杨保国 毛 利
本报记者 张思凯

1月23日，农历腊月初七，正是一年中最寒
冷的时节，然而在齐河县俭场村村民徐鹏家
中，墙角的空调徐徐吹着暖风，墙上的壁挂电
板也散发着热浪，屋内没有丝毫的寒意。“之
前这些电器，我们绝对不敢一起用！但现在电
网升级后，就没问题了，干净还暖和，这个冬
天孩子和老人都不怕了。”徐鹏对记者说。

电网升级之前，齐河县农村户均配变容量

为2015年的1 . 4千伏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的电器开始普遍使用，
用电负荷急剧增长，尤其夏冬两季时常会出现
电压不足等“卡脖子”现象。

为解决农村用电问题，加快城乡电力服务
均等化进程，2016年起，国网齐河县供电公司
开展了总投资2 . 95亿元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两年攻坚战”，共改造中心村村级电网429
个，农村电网装备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户
均配变容量提升至2 . 64千伏安，生活用电得
到了有效保障。同时，齐河还实施了“机井

通电”工程，提升农村生产质量，先后通电
投运机井 6 1 9 6 眼，新建 0 . 4 千伏架空线路
1717 . 17公里，新增台架变压器1101台，保障
了全县86万亩耕地的生产用电，年可减少农
民灌溉支出约 5 1 6 0万元。“我家有近 2 0亩
地，以前浇一遍要一周的时间，每次都得把
在外工作的孩子叫回来，费用也得七八百
元。现在有了电机井，插上电卡就能浇地，
我一个人就能完成，费用也便宜了不少。”
齐河县张杨村村民杨士春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机井通电”工程的实惠。

“两年攻坚圆满收官，下一步我们将以变电
站和线路新增改造为重点，开启电网建设三年攻
坚战。”国网齐河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李贵民表
示，该公司将继续秉承“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
旨，把强化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自身的政治责任和
社会责任，未来三年将投资9 . 33亿元，实施“电
网建设三年攻坚战”，开展变电站和线路新增改
造工程，届时将进一步降低故障停电次数和时
间，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前和未来农业、农村发展
和农民生活的用电需求，为“乡村振兴战略”持
续提供强劲动力。

□ 本报通讯员 杨昭晖
本报记者 左丰岐

2016年底，临矿集团上海庙矿业新一届领
导班子“临大势顺而有为”，勇敢地迈出了向
困难挑战、向变革创新进发的铿锵步伐，新上
海庙一号、榆树井两矿顺利实现复工复产。

复产一年来，上海庙矿业以新旧动能转换
工程为抓手，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党建是大
动力”的工作格局，全力推进思想观念、管
理、技术三大革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重点
突破、持续提升，呈现出“创新创造活力迸
发、优质产能快速释放、运行质量创出新高、
动能转换开始发力”的良好局面。

一年来，他们重拾煤炭市场困难时期的一
些好做法，在高度饱和的市场中实现了以销促
产、产销平衡。在经营压力巨大的形势下保持
了安全稳定的好局面。在压力之下成功地变多
个“不可能”为“可能”：压下去了看似已
“降无可降”的成本，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指标，打造出了本不敢想象的“高效采

煤”、“快速掘进”两张新“名片”，用实践
诠释了压力变动力的辩证法。

一年来的收获是全方位的：新上海一号煤
矿深入推进“高效采煤”，创新采用下拉方式
进行设备布置，提高设备运行效率30%以上。
同时对三机配套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乳化液泵
站增加高精反冲洗过滤装置，提高了液压系统
的水质，进一步减少了系统故障率。通过以上
举措，复工首个工作面成功实现日产过万吨，
单日最高产量达到16118吨，人工工效由原来
113082工作面的45吨/工提高到126 . 8吨/工，人
工效率是原来最高水平的2 . 8倍。榆树井煤矿大
力推行“快速掘进”，投资130万元建设13803

工作面回采巷道综掘快速掘进作业线。采用无
轨胶轮车作为后路辅助运输设备，解决了回采
巷道长距离运输效率低的难题，实现了从地面
到作业地点一站式运输，较传统的电瓶车+单
轨吊运输方式效率提高了30%以上。创新推行
的“三高一低、两及时”锚网支护技术，将
“反底拱”与“钻锚喷灌（注）”技术有机结
合，有效解决了富水软岩巷道底鼓问题。回采巷
道月成巷进尺由原来的260m提高到437m，提高
6 8 . 0 8 %；人均工效由原来的 0 . 0 9 8m提高至
0 . 202m，提高106 . 12%。党建工作更加制度化、规
范化，他们坚持以《“过硬党支部”建设目标管理
考核办法》为引领，深入开展“党员示范岗”活动，

启动红色教育、“复产先锋”评比等一系列党建精
品工程建设，以党组织的“辛苦指数、奉献指数、
创造指数”换取职工群众的“满意指数”，以党建
凝聚力带动职工精气神。

经过2017年的洗礼，公司上下充满了对市
场逐步回暖的热切渴望，自我革命、自我革
新、“靠谁不如靠自己”成为思想主流。转方
式、调结构的自觉性、主动性有了很大增强。
对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的认识更为深刻，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已经成为该公司上下的
迫切要求。共识才能共为。随着难能可贵的理
性回归，下一步上海庙矿业的改革发展将更加
“蹄疾步稳”，行稳致远。

□ 赵冬 左丰岐

2月7日，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组织用电检
查人员对政府机关、市民之家、商场、医院等
公共场所、人口密集场所的供配电设施、应急
电源配置进行专项排查，确保春节期间供用电
安全可靠。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莱州市供电公司提早
谋划，提前制订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认真部
署春节期间的保电工作，以人员、时间、精力
“三个百分之百”投入，确保全市2018年春节
期间配电线路及台区“零停电”，让广大用电
客户度过一个欢乐、祥和、亮堂的节日。

实施链条化联动。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
强化春节保供电领导小组责任，实行“班子成
员包供电所，供电所包行政村，供电所人员包
台区”包保制度，突出管理“全覆盖”，责任
无缝衔接。特别是腊月三十至正月初一期间，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在岗值班，主要领导坐
镇调控中心，分管领导到包保供电所、供电所
长到包保台区现场值班。以客户为中心，建立
规划建设、生产运维、调度监控、营销服务等
专业联动的大服务链条。

实施网格化排查。对所辖变电站、输电线
路、配电线路加强巡检，对配电设备负载情况
进一步排查梳理，对配电线路和配变负荷进行
全面分析。合理预测除夕夜和正月初一负荷，
并根据负荷预测结果制订应对措施。严格停电
计划管控，春节期间严格执行配网封网有关规
定，暂停一切常规类计划停电检修工作，对于
节日期间出现的设备异常和缺陷，优先采用配
网不停电作业消缺。

实施标准化服务。主动与政府有关部门联
系，做好重大活动现场的用电安全检查工作，
对广播电视媒体、政府重要客户和旅游景点等
进行重点巡视，专人负责。严格落实首问负责
制和限时办结制，严禁节假日期间停电催费。
严格规范供电服务人员服务行为，充分发挥服
务包保体系作用，做好春节期间营业窗口的优
质服务工作。

实施军事化抢修。严格落实“五个一”抢
修工作要求，坚决做到“一个用户报修、一张
服务工单、一支抢修队伍、一次到达现场、一
次完成故障处理”，实现应急响应无延时。从
应急预案、队伍、物资等3个方面做好充分准
备。应急抢修队24小时待命，应急体系始终保
持“临战”状态，确保到达现场及时率、恢复
送电及时率100%，保障全市人民亮亮堂堂过春
节。

□ 刘鹏 张思凯

2月5日，国网平度供电公司组织特巡组对
35千伏唐田城区线、220千伏平度变电站、35
千伏仁兆变电站改造工程施工现场进行冬季施
工检查。

为预防低温寒潮给施工带来的不利因素，
该公司组成检查组深入施工现场对施工安全和
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组对各施工现场当前
施工进度进行了核实，重点对冬季施工方案中
各项措施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在220千伏平
度站主变增容施工现场，检查组要求施工项目
部确保冬季施工质量，禁止在低温环境中进行
电缆敷设等带来质量隐患的施工作业。在35千
伏仁兆变电站，检查组对现场物品材料存放，
防火防盗措施等进行了重点检查，要求值班人
员要切实落实好保温防冻措施。在35千伏唐田
城区线线路现场，检查组对施工人员防寒防冻
措施进行了检查，要求施工项目部要严控极寒
天气下的施工和交通安全，严禁材料站等留守
人员出现单人值班情况。

安全质量管理是基建工程中的核心环节，
一直以来，平度供电公司始终坚持加强现场安
全措施的落实，坚持公司领导和管理人员到岗
到位，责任落实到人，科学合理安排工期，统
筹安全、质量和进度的关系，各项工作高效有
序推进。检查期间，检查组根据检查情况对监
理、施工单位进行了通报，要求各施工单位立
即开展自查，确保各施工项目部将低温寒潮的
预防措施落实到位，各施工项目部坚决不能存
在抢工期、赶进度而放松工程安全、质量的思
想，进度要服从安全和质量。要根据低温天气
情况，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及时履行停工手
续，做到有序停工。同时保障低温施工现场作
业条件，做好现场施工人员防寒保护及生活保
障工作，超前谋划好春节后复工工作，为各项
工程按预定目标完成建设任务奠定基础。

同时，平度供电公司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
况，一旦出现雨雪冰冻恶劣天气，立即有序开
展各项应急工作，加强恶劣天气应急值班，严
格执行交接班制度、设备巡视制度，待班人员
保持通讯畅通、严阵以待，车辆保持良好状
态，随时做好抢修准备，努力减轻冰雪冰冻灾
害对电力设施造成的影响，防止设备因低温冰
冻发生事故。

□ 林洁 左丰岐

近日，用电客户徐女士、孙先生等六人现
身国网烟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营业厅，领取其
“金秋送礼”活动期间通过电e宝缴纳电费中
得的奖品。“现在交电费比以前方便多了，不
用出门，就把电费交了，还有定期抽奖活动，
非常不错。”孙先生说。

“电e宝”是国家电网公司自有全网通互
联网交费平台，面向全体低压客户提供电费代
收、电费红包、电费充值等服务，作为重要的
电子支付方式融入业务费代收、公共事业服务
代收和车联网支付渠道。

近年来，居民电费缴纳方式由后付费向预
付费转变，“电e宝”、支付宝、微信钱包、
掌上电费、彩虹营业厅等多种新型缴费方式，
方便了广大用电客户足不出户缴纳电费，获得
了一致好评。牟平区供电公司为全面深化“互
联网+”的应用，结合信息通信新技术，健全
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新业务应用，
大力推进线上服务水平，有效增强客户服务体
验，提升线上服务质量，提高服务响应速度，
进一步推动客户服务线上化、互动化、跨界
化。

牟平区供电公司围绕客户和市场，以标准
化、数字化、智能化、互动化为手段，全面整
合“掌上电力”手机APP、“电e宝”、95598
网站、车联网、微信、支付宝等在线客服资
源，在营业厅构建“互联网”综合智能服务
区。并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新手段，推进增值服
务，依托国网商城光伏云网和“电e宝”、光e
宝等新产品以及线上分布式光伏“售、险、
贷、租”四位一体的新服务，为光伏用户提供
方便、灵活、高效的特色化服务。大力推进车
联网平台和e充电APP，满足电动汽车用户用
电新需求，为客户带来“办电更简捷、用电更
智能、服务更贴心”的服务新体验。

牟平区供电公司为保障新形势下的营业服
务技能水平，还建立健全新形势下的业务接洽
人才培养新机制，着力打造一支懂营销、精数
据、会技术，具有“互联网+”创新意识的复
合型业务接洽人才队伍，通过编制“互联网
+”业务办理指导书和营业厅工作管理标准，
强化业务人员技能水平培养和定期考察机制，
努力实现业务人员技能水平精、理论知识足，
达到客户各类业务“一柜通”办理模式，有效
降低业务办理高峰期客户等待时间。

“两年攻坚”收官 “三年攻坚”开启

齐河电网“改造接力”助推乡村振兴

向变革创新进发
——— 临矿集团上海庙矿业复产一周年记

□ 胡青海 吕青青
张思凯

“电网建设需要与城市发展战略环环相扣，
我们要全力打造与之匹配的具有即墨特色的现
代化一流配电网，安全、质量、速度，一个都不能
少，构建城市发展‘大动脉’。”这是即墨供电总
经理杨咏新对公司电网建设提出的要求。

2017年，承载着全国百强县第七名美誉的即
墨，100余个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全面开工，产城一
体、重点组团迸发的澎湃动力正推动着即墨这
座“纺织城”“商贸城”“汽车城”向“科技产业城”
的新一轮嬗变！

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带来用电需求激增，
对电网结构和供电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
墨供电公司主动融入城市发展“快车道”，电力
工人以“电力铁军”的精神，奋战在电网建设一
线，为城市发展提供坚强的电网支撑。

2017年，即墨供电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蓝村
110KV变电站3号主变扩建工程、佳源（西城）110kV
输变电工程和演泉110kV输变电工程等3项优质输
变电工程项目，分别用于保障山东省跨境电商特
色小镇蓝村、即墨西部国际商贸区、青岛汽车产业
新城等即墨重要项目的电力供应。

从2017年开始，国家电网公司计划用4年左
右时间，在10座大城市打造“安全可靠、优质高
效、绿色低碳、智能互动”的世界一流城市配电
网。而青岛则在这10座城市之列。

打造世界一流城市配电网，对客户来说，不
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即墨供电高度重视，整合
优化现有配网管理、用户服务业务流程，提升精
益管理水平。推动配电网营配调运营指挥高度
协同、运维、检修、抢修专业融合，低压供电服务
营配合一。全面治理重过载线路、台区，加强电
压管理和台区负荷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客户停
电次数。2017年，即墨供电消除重载线路和过载

线路24条，新上、增容变压器405台，完成低电压
台区治理208个，全区户均容量由1 . 29kVA提升
至1 . 84kVA，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92条326km。重
点解决卡脖子及绝缘化治理，配电线路供电半
径在7km以内。

2017年7月，“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建设美
丽青岛三年行动”(简称“美丽青岛行动”)启动，
对电力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即墨供电第一时间成立主要领导任组长的
领导小组，选拔骨干力量，成立业主项目部、施
工项目部，全力投入“美丽青岛”建设。实施供电
可靠性提升工程，优化调整城市电网网架，改造
供电设备，推进架空线路入地、电力设施迁改。

即墨供电共承接项目包4个，需新建环网柜21
台，更换老旧环网柜54台，负责6条10kV线路的延
伸工程，3条10kV线路的新建工程，3条10kV线路的
改造工程，新架10kV线路16m，敷设电缆12 .8km，安
装柱上开关2台，施工费用350 .03万元。

安全、质量、速度，一个都不能少
——— 国网即墨供电公司2017年电网建设工作回眸

牟平“互联网+”

提升供电服务水平

□刘金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国家工业和信息部公

布了中国第二批绿色制造示范名单，济南炼化
榜上有名。

多年来，济南炼化从根本上提高资源利用
率，减少和降低污染物排放，升级环保设施，
健全环保监测系统，始终保持着“四个百分之
百和一个零”的绿色环保业绩，污水处理率达
100%，外排污水综合合格率100%，有控指标废
气排放达标率100%，工业废渣处理率达100%。

2017年，济南炼化更加重视节能环保工
作，大力开展“能效倍增”项目及“碧水蓝
天”行动，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持续深化，各
体系健全运行，节能环保数据准确达标。济南
炼化在按照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要求进行自评价
后上报，顺利通过济南市节能办、山东省节能
办审核并经第三方审核后上报国家工信部，获
评“绿色工厂”荣誉称号。新的一年，济南炼
化将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夯实绿色
体系建设基础，优化能源环保指标，继续推进
绿色工厂建设迈向新台阶。

济南炼化获评

工信部“绿色工厂”

莱州供电精编春节“安全网”

确保台区“零停电”

平度供电隐患特巡

护航基建安全

□ 张晓虹 张思凯

为确保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民春节期间用上
安全、放心电，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电公司超
前部署，强化问责，早启动、早部署，多措并
举，以春节台区“零停电”为目标，全力备战
春节保电工作，确保春节期间供电万无一失。

自元旦小长假结束之后，该公司迅速调整状
态，积极投入到各项春节保供电准备工作之中。
安排18处供电所提前对全区3786个台区、494条10
千伏线路进行全面隐患排查，加班加点开展防
“污闪”夜间特巡，发现、处理安全隐患缺陷334
处，确保了设备线路安全运行。加大输配电线路
走廊树障清障力度，清理树障600多棵，保障线路
通道畅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针对负荷特
点和气候特点，加强重要配电线路、变压器的负
荷监测和红外测温，消除各类缺陷12处。组织人

员到农村集市、社区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及建筑、
市政施工现场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宣传，发放宣传
材料2000份，减少外力破坏事故发生。组织人员
对所有靠近公路、交叉路口两边及施工工地的电
杆、拉线进行全面检查，对缺少防撞标识的电杆
拉线进行记录并开展统一涂刷警示标示和安装
“防撞衣”行动，共加装、更换防撞条700多条、
拉线护套1200多个，防止因车辆误撞电杆导致出
现断线、断杆事故，有效防止了电杆、拉线带电
而触及行人的事故发生。

针对春节期间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区域负荷激
增的实际情况，为保障返乡人员用上放心电、安
全电，该公司早动员、早部署，以供电所为单位
成立用电服务小分队，深入各村开展务工人员返
乡情况摸底调查，及时掌握返乡务工人员用电信
息，建立返乡务工人员档案。开辟用电绿色通
道，简化办理手续，缩短业扩报装流程，为返乡

务工人员实行“一站式”用电服务；实施上门服
务，主动帮助已返乡务工人员整修线路，处理各
类用电安全隐患，努力为返乡人员提供贴心、周
到的用电服务。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用电负
荷特别大，为保障村民可靠用电，我们在去
年12月份就安排供电所对存在重过载、低电
压的台区进行摸排，安排人员现场核实，并
制订治理方案，赶在春节前完成整改。目前
已完成轮换变压器36台，新增变压器3台，调
节三相不平衡台区57次，解决春节期间重过
载台区96个。”该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王瑞
平介绍说。

春节保供电期间，该公司20处应急抢修点
将执行24小时值班制，全天候响应，确保一旦
发生故障，及时出动，及时抢修，全力保障节
日供电平稳有序。

春节保供电 黄岛在行动

春节保电，济南准备好了！

□刘洪金 张治林 左丰岐 报道
2月8日(小年夜)，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运检部

员工到220千伏志远变电站，110千伏隆山线、姚玉
线开展设备特巡，确保春节期间电网设备安全。

□王枭麟 张红芳 报道
日前，菏泽煤电公司聘请唐口煤业公司退

休员工、老党支部书记曹其彬当班组辅导员，
通过示范班前会、策划活动、座谈交心等方
式，强化基层支部书记素质，发挥党建大动力
作用，努力创出党建工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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