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5 日， 为进一
步推进社会责任示范基
地建设，更好更透明地服
务社会，国网湖南供电服
务中心开展社会责任基
础知识及管理实务培训，
重点对今年中心推出的
两大社会责任工程进行
系统性研究。 结合“透明
服务”主题，找出其中环
节的问题所在，深入为服
务客户提供优化解决方
案、为居民提供更贴心服
务，与社会各界形成良性
循环。 图为中心培训现
场。
■汪凤娇崔原浩 贺星黄颖

日前， 永州市零陵区供电
公司严格按照迎峰度夏工作要
求， 认真分析迎峰度夏期间城
区 10 千伏线路、 变压器可能
出现的重过载情况，结合 2017
年迎峰度夏出现的问题， 对电
网薄弱环节进行了梳理， 提出
整改和防范措施。 同时将迎峰
度夏工作职责、 任务明确分解
落实到人， 根据零陵城区配网
运行情况和 2018 年隐患排查
结果， 对零陵城区配网进行全
方位的评估， 编制了零陵配网
迎峰度夏保电方案， 以确保零
陵电网夏季用电高峰电网安全
可靠运行。

同步开展迎峰度夏反事故
预案演练， 提高故障抢修应急
处理能力， 针对电网存在的问
题和薄弱环节， 对发热缺陷进
行全面梳理。 该公司完成了迎
峰度夏期间重过载变压器及线
路发热缺陷温度预测， 制定了
缺陷跟踪测试及处理计划表，
按照“一设备一方案”的工作要
求， 对 2018 年迎峰度夏期间
有可能出现重过载的线路、台
区进行了全面梳理， 制定相应
的整改方案， 按照时间节点落
实整改措施。跟踪测试采取“高
负荷 + 夜间”模式，并缩短检

测周期， 对于发现的缺陷零延
时诊断、零延时汇报、零延时决
策， 重点完成了美式箱变及重
过载台区的巡视和红外测温工
作。

截至目前， 已完成零陵城
区 58 台箱变、159 台杆变的红
外测温工作， 发现危急缺陷 1
处，一般缺陷 6处，所有缺陷均
已纳入计划进行及时处理。 同
时， 该公司组织开展了 10 千
伏拱城Ⅳ线、拱北Ⅰ线、萍城Ⅲ
线、拱开线、拱署Ⅱ线的集中巡
视， 发现并砍伐了 96 处达不
到规程要求的树木， 对 10 千
伏萍朝Ⅰ线一中专变跌落保险
采取带电作业消缺， 消除跌落
保险危急缺陷， 确保高温负荷
来临前，配电线路、设备处于健
康状态。

下阶段， 该公司将继续根
据气温及负荷情况进行红外测
温，重点是针对重过载设备，发
现重大缺陷及时上报，同时，积
极准备应急抢修备品备件及工
器具， 制定 24 小时抢修值班
表，切实做到零延时抢修，全力
应对迎峰度夏负荷高峰， 确保
电网的正常运行和可靠的电力
供应。

■ 孙慧博

国网零陵区供电公司多措并举 迎峰度夏

■ 张恺姣 谭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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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株洲河西“中国动力谷”电
力施工紧锣密鼓。 当最后一根电缆芯接进
了高压柜， 意味着PACK电池厂房接入配
电网的电源点已经竣工， 厂房专变送电指
日可待。 这是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大力支持
“中国动力谷”建设的一个缩影。

PACK电池是园区引进的中车集团重
点项目，是这片环境优美的花园式厂房内，

又一新能源基地， 主要给ART智轨列车提
供绿色动力，要求下周必须送电。当项目负
责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联系施工单位———株
洲高新集团电力安装分公司时， 他并不确
定工期能否满足中车的要求。

幸好， 电安分公司项目负责人林山肯
定的语气， 让项目负责人看到了希望。“彭
工，您放心！针对重点工程，我们提供‘私人

订制’服务，保证您全程无忧。”于是，短短
10天内，督促电缆厂家及时送货、协调二次
人员“插队”调试环网箱、加班加点敷设电
缆……林山带着公司的共产党员服务队队
员们，牢记“让客户满意”的初心，把正常周
期内需要一个月完成的工作， 时间上缩短
了2/3。

据悉， 株洲市现正加快建成“一谷三

区”。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株洲供
电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多种手段助推株洲市“一谷三区” 项目建
设，为中国动力谷、天易科技城、航空城、轨
道智谷等重点园区的VIP客户，开辟绿色通
道，启动“业扩提速”工程，确保客户用上放
心电。

■ 余 燕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

为“中国动力谷”开辟用电绿色通道

“我们村电力线路全部改造了，又新增了 4
台变压器，电压稳了，电力足了，我立马新建了一
个大米加工厂，在家里创业既能赚钱又照顾了家
庭， 真是一举两得。 为国网安仁县供电公司点
赞！ ”6 月 18 日，国网安仁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
人员在湖南安仁县华王乡消湾村进行线路巡视
检查时，该村贺征北师傅高兴地对供电服务人员
说道，并情不自禁地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农网改造前我们村电压低， 用电高峰期
100 瓦的灯泡亮度还不如 15 瓦的灯泡。 家里电
饭煲煮饭都煮不熟，不能蓄水，没法搞种养殖；不
能用机器，没法搞加工。 ”对于此前的用电困难，
贺征北深有感触。

据了解，安仁县华王乡消湾村由原来的消湾
村和五峰村合并而来， 是一个偏远的山区村，村
民居住较为分散， 现有农村电网已使用多年，设
计标准较低，供电半径大、电力线路严重老化，安
全隐患较多，远远不能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用电
需求。 为改变该村的供电现状，国网安仁县供电
公司积极为该村申报农网改造项目，获批后第一
时间启动了改造工程， 于 2017 年 12 月份全部

完成了该村新增布点和电力线路改造。据统计，该
村新增布点 4 台配电变压器， 改造配电变压器 3
台，新增容量 700千伏安，并对低压线路进行了绝
缘化改造。

改造后的农村电网面貌焕然一新， 以往老旧
交错纵横的电线已消失不见， 一根根电杆拔地而
起，一条条银线纵横穿梭，该村“低电压”现象得到
了彻底地根除，生产、生活电器进驻老百姓家庭，
真正实现了用电的安全和放心。

电力带来了光明， 也带来了山区村民致富的
信心和希望。 据贺征北透露，电网改造后，除了他
之外，不少原本在外务工的人员纷纷回来创业，建
设了大米加工厂、鸡场、猪舍，以自家加工的纯谷
物饲养家禽家畜；利用电力灌溉种植柑桔、油茶，
销往全国各地。如今，消湾村加工业、养殖业、种植
业等产业均得到逐步发展，当地村民一改从前“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单一耕作形态，以更具科学性、
更富效率的方式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 农网改造
照亮了山区村民致富之路，有了充足的电力保障，
山区村民在脱贫致富的路上昂首迈进。

农网改造照亮山区村民致富之路
6 月 20 日下午，雷暴雨突袭涟源市。 当晚 7 时许，在一阵又

一阵的电闪雷鸣和暴雨中， 国网涟源市供电公司茅白供电所生
产副所长梁鹰接到来自用户的报修电话。 事故不等人，他二话没
说，立即组织 3 名抢修值班人员带上工器具，坐上电力工程车，
在雨夜直奔现场。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向前。 暴雨打在车前挡风玻璃上
“啪啪”作响，伴着山里的雾气，夜里能见度极低。 坐在后座的梁
鹰针对用户电话反映的情况， 与大家讨论着现场可能出现的故
障情况，并列出相应处理措施，为故障处理尽可能的节约时间。

30 分钟后，抢修人员来到樟木村，一下车，便打着手电筒，
冒雨爬山，巡视线路、变压器，查找故障点。 漆黑的山里，树草丛
生，抢修人员踉跄地行走在泥泞的山路上，用自己带的镰刀修出
一条便道勉强通过。 经过巡查，终于发现是 10 千伏白孙线罗坪
支线 ＃3 杆跌落保险被雷击坏。

由于 10 千伏白孙线主要担负着白马镇政府、白马卫生院等
重要客户和 21 个村近 7 千户居民的供电任务。“先隔离故障点，
恢复未被影响的线路，缩小停电范围。 ”工作负责人当即确定抢
修方案，明确分工、任务。 队员们兵分两路，一路组织抢修材料，
另一路做好安全措施，准备好应急照明后，登杆操作，抢修工作
随即展开。

夜幕下，雨倾泻而下。 大家的衣裤都被汗水、雨水浸湿，但他
们无暇顾及；身躯虽有疲惫，可他们斗志依然高昂。“我们抓紧一
分钟，提前恢复供电，用户就早点用上电，这样的天气停电，百姓
肯定不好受。 ”雨中，抢修队员互相鼓励着，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
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供电。

晚 9 时 10 分，抢修任务顺利完成，线路恢复供电，寂静的山
村又亮起点点灯光。几位站在屋檐下一直等待的村民高兴地说：“真没想到，这么
大的雨，你们还是来了，真是辛苦了！ ”被雨淋得一身湿透的抢修员工，一边收拾
工器具，一边笑着答道：“这是我们的工作，应该的。 ”

下山路上，梁鹰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没来得及休息，他们又向另一处抢修
点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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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

安全咨询日活动受到市民好评
6月15日，参加完张家界市政府组织的安全生产月启

动仪式后， 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搭起宣传台，
开展了一期安全咨询日活动。

活动中，该公司以“安全发展、生命至上”为主题，向
广大群众宣传安全用电常识。通过通俗易懂的安全用电
案例漫画手册， 提醒居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
识。利用“安全用电小贴士”宣传单，展现生活中息息相
关的安全用电知识。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册、现场答

疑等方式，让居民正确区分电力
安全警示标志，了解处理家用电
器漏电方法，正确使用试电笔和
知晓触电救护正确措施等。活动
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安全用电的
必要性、 保护电力设施的重要

性，从而提高居民安全用电水平。
该公司将中小学生安全用电、农村安全用电、居民安

全用电知识作为疑点解答和宣传的重点，得到了政府领
导、政府职能部门及咨询市民的高度评价，认为宣传内
容实用性强、贴近生活，对居民正确使用家用电器、增加
自身防范能力帮助很大。此次活动，该公司发放各类安
全宣传资料700余册，摆放安全知识展板8块，接受市民
咨询60余次。 ■ 杨凤祥 向约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