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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供电公司为社区装好路灯，照亮我们回家的
路。 ”3 月 7 日上午，邵阳市农科所何先生代表社区居
民来到国网邵阳供电公司路灯管理所赠送锦旗， 感谢
供电公司真心为民谋服务， 解决社区居民夜间出行难
的难题。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以巩固邵阳市“创国卫”成果为
契机，进行“送光明进社区”为民服务活动。该公司路灯
所党支部对小街小巷路灯照明建设进行深入走访，发
现农科所居民社区属于新城区范围内具备路灯装设条
件的社区之一， 且当地居民迫切希望解决夜间出行困
难的难题。办理好相关手续之后，该公司路灯所立即组

织力量对该社区进行路灯装设。
根据工作安排，为避免人流出行高峰，确保市

民出行安全，该公司路灯所工作人员利用夜间、午
间休息等行人稀少的时段， 陆续开展路灯装设工
作。 工作中，采取分批分组扎实推进，工作人员站

在高高的电力工程车上，装设着一盏盏路灯，为点亮美
丽邵阳精心作业。 至 2月底，农科所社区的 16盏 LED
路灯已全部成功送电。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计走访社区 27 个、勘察现场
147 处， 完成 1100 余盏新增小街小巷路灯的定位安
装，惠及城镇居民 700 余户。 据介绍，所有新增的小巷
路灯将在 3 月份全部完成亮灯验收工作， 届时整个邵
阳市城区将会彻底清除夜间照明的死角， 为广大居民
夜间安全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吴� 坤 马 超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送光明进社区

小巷的路灯亮起来了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湖南第一高楼九龙仓长沙国际金融中心成功送电
近日，随着长沙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大厅

接到最后一项指令汇报，110 千伏国金变电
站配电间内一片欢呼，标志着经过 3 年的紧
张建设，湖南省第一高楼 -- 建筑高度 452
米的九龙仓长沙国际金融中心顺利完成送
电。

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长沙地标建筑，矗立
于五一商圈，为湖南省政府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 该变电站作为全省唯一地下用户变电

站， 总容量达到 15 万千伏安， 其报装容量
大、建设周期长，施工难度高，省、市各级领
导高度关注。

建设期间，长沙供电公司积极发挥“电
雷锋”精神，主动了解存在的困难，积极给予
技术指导。 多部门紧密协同，抽派技术骨干
力量，与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共同肩
负起“工期紧、任务重、要求高”的重担，克服
了 110千伏电缆路径选择、 窑岭变新扩建、

供电负荷紧张等诸多困难。 送电前，该公司
调控中心和客服中心一起，深入国金变现场
进行投产业务专项指导，组织技术骨干对国
金变调度对象进行集中业务培训，指导国金
中心合理地调整生产、检修方式、降低生产
成本。 送电过程中，长沙供电公司积极关注
投产进度，主动协调调度、运维、检修班组，
对投产中存在的问题给予专项指导，精心调
度，团结协作，确保了该重点项目如期送电。

同时，该公司采取上门走访，专业工作联系
群等形式，主动协调投产前各项验收和准备
工作，务实专业、高效服务的工作作风也赢
得了省、市领导和九龙仓港方代表的高度认
同。

国金变电站的顺利投产，预示着五一商
圈又将增加一座地标百货和写字楼，将为拉
动湖南省经济快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长沙
供电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以优质服务的要求
和“电雷锋”的精神，积极做好各项供电保障
和服务工作。

■伍巧佳 罗诗琪

3 月 17 日， 在国网怀化供电公司的积极推动
下，省节能公司与怀化市沅陵县中医医院签订中央
空调节能改造合同，标志着怀化地区在县级层面第
一个中央空调节能改造项目启动实施，将为沅陵县
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湖南节能减排及绿
色发展增添动力。

沅陵县中医医院为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
复等众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由于其中央空
调系统管理和设计缺陷， 造成了能源的大量浪费，
设备使用寿命缩短， 人工管理成本增加等后果，空
调电费支出占总能耗费用支出的绝大部分，随着空
调使用面积的不断增加， 预计能耗还有上涨趋势。
针对这个情况，国网怀化供电公司主动跟进，了解
实际情况和客户意向，及时联系省节能公司为该项

目开通绿色通道， 多次上门进行现场摸底调查与测
试， 为其制定了节能改造方案， 采用顶尖技术和设
备，运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节能改造。改造项目
完成后， 预计为该医院年节省费用 38 余万元，节约
电量约 90 万千瓦时，综合节能率 22-23%，节约标
煤 300 吨，减排二氧化碳 1000 多吨，带动医院创造
整体经济效益约 70 余万元。 经过与该医院深入的
讨论与磋商，方案取得了客户的认可，大大降低中医
院能源消耗及能源费用支出及减少环境的压力。

签约仪式上， 各方表示希望能通过中医院节能
改造项目作为示范点， 传播节能改造体系及社会效
益， 推进医疗行业乃至整个沅陵县的节能项目的开
展。

■李� 洁

国网怀化供电公司

牵手省节能公司签订节能改造合同

“陈大爷，夏天将至，建议夏季使用空调时，把空
调温度设定到 26度至 28度。夏季空调调高 1度，如
每天开 10 小时， 则 1.5 匹空调机可节约电 0.5 千瓦
时。 ”3月 15 日，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在“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时，现场开展宣传节约用电、安全用电及
智能用电等咨询活动，坦诚答疑客户用电难题。

3 月 15 日， 国网郴州供电公司 20 余名工作人
员来到生源百货旁，开展以“你用电·我用心”为主题
的“3.15”公益宣传活动，进一步增进与广大电力客
户的交流和沟通，尽心竭力为客户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现场解答客户最关注的用电问题。

活动现场，人声鼎沸、人头攒动。 郴州供电公司
服务人员通过“宣传展板、宣传单、现场解答”的方
式，积极宣传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电能替代、智能电
表、电费智能结算方式等相关用电知识和法规，让客
户用上放心电、明白电。 同时，公司还用图文并茂的
宣传展板，宣传“互联网 +”供电服务新渠道及“掌上
电力”APP 推广应用，让客户了解线上办电、停电信
息推送、用电信息查询、电子账单、电子发票服务等
特色业务，现场演示“掌上电力”APP 功能、使用方
法，指导客户操作，让客户用电与互联网互联，动动
手指就能办理用电业务。

活动当天，郴州供电公司还组织各县供电公司、
基层供电所一同开展“3.15”公益宣传活动，共发放
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电费智能结算方式等宣传资料
3000余份，接受客户咨询 1000 余人次，与客户面对
面沟通，征求客户用电意见和建议，及时解答用电疑
虑。

当天下午，郴州供电公司还组织 30 支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访社
区客户、工业园企业、政府相关部门等，主动沟通交流，征求改进电力

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 切实提升供电电力服务水平。 ■王� 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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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 13 时，随着最后一根接地线的
拆除，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800�千伏宾金
线 2017年度停电检修大会战完美收官。

本次停电检修历时 11天，该公司投入了
包括湖南省电网工程公司在内的 51 个作业
组、468 人及 65 台检修车辆， 在绵延八百余
公里、横跨湘黔两省的特高压直流线路上，完
成了登塔检查、走线检查、绝缘子清扫、引流

板螺栓紧固、零值检测、破损绝缘子更换、常
规缺陷消除等常规检修项目， 开展了特高压
直流线路避雷器安装、 分布式故障诊断装置
安装等技术改造项目， 进行了三跨耐张线夹
检测、绝缘子污秽取样测量、大截面导线耐张
线夹检查等技术监督项目， 推进了大吨位绝
缘子取样试验、 特高压带电工器具试装等科
研项目，计划任务完成率 100%，新发现及处

置设备缺陷 11 条。 其中，针对±800 千伏宾
金线黔北、湘西、湘东地区雷电活动频繁的气
候特点， 安装了 30 套特高压直流线路避雷
器、18 套特高压分布式故障诊断装置， 进一
步提升了线路防雷水平和精准判障能力。

春节前后， 该公司先后召开 3 次专题推
进会，通过超前编排检修任务、重点推进物资
供应、详实开展方案交底等工作，全力保障宾

金线各项年度检修措施执行到位。检修期间，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前往现场检查指导， 对检
修单位和外包队伍坚持“五类制度”管控安全
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要求现场把关人员加强
安全监督，保障人身安全；对人工清扫、走线
等劳动强度大、 安全风险高的工序提出了创
造新的作业方式的要求；对避雷器、大吨位绝
缘子安装的技术方案进行了点评， 要求加强
典型经验总结提炼推广。同时，该公司运检部
组织技术支撑单位和检修单位组成 10 个督
查工作组， 对 389个检修现场的安全措施落
实、 技术要求执行和质量验收把关等工作进
行了全过程督查， 发现并督促整改检修问题

13项。 ■王海跃 李� 游 刘辉军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宾金线年度停电检修大会战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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