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3 日，本刊从湖南电力交易中心获悉，
《湖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 11 月
电力市场交易的公告》 发布，11 月的月度电力中
长期交易即将开展，2018 年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将
持续扩大。

截至 2018年 9月底，湖南电力交易中心组织
开展了年度、丰水期清洁能源专场、月度共 11 次
市场化电力交易，共计完成合同电量 362.44 亿千
瓦时，共计降低省内工商业电力用户用电成本 6.7
亿元，其中省内电厂成交合同电量 274.56 亿千瓦
时，可降低市场交易用户用电成本 1.52亿元；省外
市场交易挂牌电量 87.88 亿千瓦时， 可以降低市
场交易用户用电成本 5.18 亿元。 据悉，2018 年四
季度还将组织 2 次月度交易，2018 年度交易电量
有望突破 400 亿千瓦时， 电力体制改革释放的红
利将进一步扩大。

电力体制改革离不开电力市场制度建设。 针
对湖南省火电与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接近、 电网
运行方式季节性变化大、 水电火电上网电价差异
大、省外购电量增长快等特点，湖南电力交易中心
在国家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基础上深入研

究，协助湖南能监办修订了《湖南省电力中长期交
易规则（试行）》，编制、发布了交易实施细则，建立
了有利于清洁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的机制， 进一步
促进省内外清洁能源的消纳。

随着湖南电力市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今年 9
月 29 日，湖南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会议在长沙顺利召开， 标志着湖南电力市场
管委会正式成立运行。 我省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
具有类型多、行业广、代表性强等特点，将成为推
动我省电力市场建设， 促进交易机构相对独立的
重要保障。 湖南省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
志着我省电力体制改革又迈出重要的一步， 对促
进湖南电力市场公平交易，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决定性作用，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电力
资源优化配置， 推动湖南电力产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据悉， 湖南电力交易中心还将响应国家电力
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进行股份制改造。 进一步加
强优质服务，畅通服务热线，及时响应各类市场主
体诉求，高效办理各项业务，深入细致地做好市场
主体服务工作， 确保各项电力体制改革任务圆满
完成。 ■ 罗朝春 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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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长沙电网建设 2019 年
“630 攻坚” 重点工程———浏阳 500 千伏
变电站工程建设现场， 鲜红的党旗迎风
飘扬， 来自国网湖南电力参建单位的多
支以“旗帜领航·会战长沙 630”电网建设
的共产党员突击队在此集结， 接受国网
湖南电力的授旗，长沙电网建设 2019 年
“630 攻坚”活动就此启动。这是该公司将
党的建设与电网建设相融合， 将支部建
在项目上，党旗插在工地上，充分发挥各
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的重大举措， 以确保长沙电网
建设 2019年“630攻坚”活动按期完成。 国
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晏治喜、
副总经理孙超武及该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授旗活动。

长沙电网建设 2019 年“630 攻坚”活

动是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和长沙市
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现“城区
电网充分保障、园区电网适度超前、农村
电网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是国网湖南
电力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国网湖南
电力遵循“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的理念，
以抓开工、促竣工为重点，紧紧围绕当前
紧缺急需的电网项目， 从 2017 年 10 月
12 日起启动长沙电网建设 2018 年“630
攻坚”活动，通过 260 天左右的攻坚奋战，
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建成一批、 开工一
批、储备一批电网建设项目，总计完成电
网投资 19.8 亿元， 重点解决了长沙市各
电压等级电网供电能力“卡脖子”问题。今
年上半年， 长沙供电公司完成售电量
149.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8%，增速在
国家电网省会城市供电企业中排名榜首，

创历史最高水平。 7 月 20 日长沙电网夏
季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719.3 万千瓦，在今
年长沙电网负荷增长率和夏季负荷创历
史新高情况下，长沙电网成功应对夏季高
温负荷考验，电网负荷和用电量的快速释
放， 充分彰显了电网在保障能源安全、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改善的积极作
用。

当前，长沙已经站到了“万亿俱乐部”
的新起点、 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 对电网建设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今年夏季长沙电网负荷连续多次刷新历
史纪录，已接近满负荷运行，电网供需矛
盾仍然十分突出。 为此，今年 7 月 14 日，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庆强
与长沙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再次进行会
商，按照《长沙市电网供电能力提升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共同制订了
新一轮长沙电网建设 2019 年“630 攻坚”
行动方案，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长沙
电网建设计划完成投资 56.36 亿元，投产
56 项 35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共计线
路长度 601.6 公里、 变电容量 470.2 万千
伏安，工程总投资 26.96 亿元；开工 79 项
35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 共计线路长
度 897.8 公里、 变电容量 1255.1 万千伏
安，工程总投资 76.77 亿元。

目前长沙电网建设 2019 年“630 攻
坚”所有在建项目正在紧张施工，并确保
在 2018 年下半年投产 19 项主网输变电
工程，取得“攻坚活动”阶段性胜利，为长
沙电网迎峰度冬打下坚实基础。

■ 龚新民 肖朝晖 阳仑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为会战长沙电网建设“630攻坚”党员突击队授旗

10月18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在浏阳500千伏变电站工程建设现场开展长沙电
网建设“旗帜领航·会战长沙630”主题活动授旗仪式，此举标志着长沙电网建设2019年
“630攻坚”活动正式启动，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晏治喜、副总经理孙超武

及该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授旗活动。左图为授旗仪式现场。右图为该公司党委副书记
晏治喜（前右）代表国网湖南电力向共产党员突击队授旗。

■摄影 龚新民

10月13日8时，2018中国
户外健身休闲大会（东江湖
站）暨“雾漫小东江”国际半程
马拉松在湖南资兴市文化广
场鸣枪开跑。为营造良好赛事
环境，国网郴州供电公司保电
小组的成员全副武装严整待
命，以确保此次活动安全可靠
供电。

据悉，此次赛事是首个落
户资兴的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同时也是2018中国户外健身
休闲大会（东江湖站）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资兴市政府高
度重视。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在
接到保电任务后，提前一周成
立了马拉松专项保电小组，周
密部署， 积极与主办方联系，
了解赛事和晚上的演唱会用
电负荷，提前安装好保电专项
电缆和保电综合柜。根据实际
线路设备供电情况，制定了保
电应急方案，合理安排比赛及
演唱会期间大小事故处置预
案。

比赛当天，保电小组人员

早早的到了赛场协调指挥保
电工作，关注着变压器和现场
线路的运行状况， 做好人员、
材料、车辆准备，随时启动应
急处置，应对比赛期间可能出
现的突发停电事件，直至赛事
圆满结束。

晚上演唱会开始前，保电
小组再次对变压器、 漏保开
关、设备等进行了检查，排查
线路及设备安全隐患。 晚上7
点30分， 演唱会正式开始，保
电小组成员冒雨对10千伏主
供线明依线进行不间断巡视
检查，应急发电车按照保电预
案接入客户侧指定位置，处于
“热起动”状态。全体保电人员
顶风冒雨坚守在各自岗位直
至整场演唱会完美落幕，受到
政府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为保障此次大赛圆满完
成，该公司共抽调21人。出动
抢修车辆3台， 调集应急发电
车1辆， 消除沿线电力隐患9
处 ， 设备隐患消除率达到
100%。 ■ 罗予岑

湖南电力交易中心积极推进电力市场交易

1 至 9 月交易电量 362.44 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