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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行动：撒下“天网”擒“窃电硕鼠”

日前， 国网湖南电力有限公司组织
系统内社会责任管理专家团共40余人赴
国网湖南供电服务中心（计量中心）参观
国网公司社会责任示范基地。

专家团在科普大厅了解了中心社会
责任管理实践历程， 实地参观了国际领
先的“五线一库”仓储系统、95598远程工
作站、计量展厅、社会责任展厅和第一党
支部活动室。 专家团对中心积极探索社
会责任管理融入中心业务运营的方式和
路径纷纷点赞。

据悉， 该中心成功挂牌国家电网公
司首批社会责任示范基地， 是国家电网
公司系统内全面“透明度管理”的首个实
践范例。

■摄影报道 崔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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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在芙蓉 220 千伏变
电站举行了一期工程的
开工仪式，标志着电池储
能电站建设工程正式步
入实施阶段。 示范工程建
成后将提高湖南电网百
兆瓦、毫秒级快速响应能
力，提升电力供应能力和
调峰能力，提高电网安全
稳定水平，增加省外电力
接受能力。 下阶段，国网
湖南经研院将继续开展
大规模电池储能电站在
湖南电网应用的技术经
济研究和应用成果分析，
促进电池储能在全省形
成“电网侧示范引导、用
户侧主体发展、电源侧协
同推进” 的发展局面，真
正发挥大规模储能协同
聚合效应，促进湖南能源
利用效率提升。

近年来，湖南电网峰
谷差呈增大趋势，系统整
体调峰能力不足，受端电
网快速响应能力较弱，高
峰负荷期间供电能力受
到考验。 针对湖南电网面
对的问题，国网湖南经研
院以“电网侧为示范引

导，推动用户侧和电源侧协同发展”的总体
思路， 积极探索规模化电池储能在湖南电
网的应用模式并优先在长沙地区开展储能
电站示范工程建设， 示范工程总体规模为
120MW/240MWh，采取“分散布置、集中
控制” 方式， 分别布置在 110 千伏或 220
千伏变电站，一期工程预计将在 2018年底
投产，为迎峰度冬提供坚实保障。

■陈仲伟

“供电公司主动服务，简化办电流程，大
幅缩短了工程时间，真是太感谢了！ ” 10月 7
日，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客服中心党员服务队
在中小微企业开展现场服务时， 获得湖南汇
加实业有限公司马经理的连连称赞。

6 月初， 湖南汇加实业有限公司向国网
供电公司递交了报装用电的申请， 随后国网
株洲供电公司客户经理多次上门服务， 为他
们定制了个性化的需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接电工作。

“我们只去营业厅交了个申请，其后都是
他们主动上门为我们服务， 接电速度又比我
预计的快了很多， 还为我们节约了一大笔资

金， 这可是给我们公司发展带来了强大动
力。 ”在报装接电的过程中，马经理表示，他们
享受到了高质量的电力服务和实惠。

今年，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为扎实开展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工作
实施方案》，该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合理
优化流程，切实压减办电流程环节，推出微小
企业低压接电“零上门、零审批”服务,对小微
企业报装接电实施覆盖售前、 售中、 售后的
“全能型”上门，一个区域、一个经理、一站办
结，实现常用办电业务“一次都不跑”，非常用
业务“最多跑一次”,缩短企业接电时间成效
明显。 上半年，低压客户和高压客户平均接电

时间分别缩短 2.3天、6.5天，平均缩短 18%。
除为客户压减用电报装环节、 缩短接电

时间，国网株洲供电公司还当好“电参谋”，积
极帮助企业压减办电成本。 取消了带电作业
费、用电信息采集装置费用、接电间接损失费
等多项费用。 按照“就近接入”原则，推进供电
方案科学、经济编制，尽可能优化电源路径，
最大程度减少客户投资。 目前已为市公安局
三所合一、 通用航空城科创园、 青莲公寓等
11 个项目优化调整供电方案，降低办电成本
940万余元。

■吴 珊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

当好“电管家” 优化营商环境

国网湖南供电服务中心

传播社会责任 开展现场交流

———国网岳阳供电公司反窃查违专项行动纪实

自7月至今，国网岳阳供电公司持续开
展高强度、 高密度的大型反窃查违专项整
治行动，开展“地毯式”“拉网式”用电大普
查，累计共查处违章客户3681户，窃电用户
2578户，有力整顿维护了供用电秩序。

降损增效 重拳出击

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时期，居民用电需求
强劲，窃电势力也愈发猖獗。一支支身穿深
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严肃无语的队伍悄
无声息地走入村庄社区， 一道道手电光划
破夜幕， 看似平静的夏日夜晚实则暗流涌
动。

在市公安局、经信委等单位的鼎力支持
和密切配合下，国网岳阳供电公司围绕“反
窃查违、降损增效”的工作中心，各部门联
动，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充分利用营销信息
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营配调贯通等信
息数据，根据反窃查违行动排查重点，结合
营销源头数据治理工作进行现场排查，做
到检查范围不遗漏，重点嫌疑对象不放过。

持续开展的反窃查违专项行动，旨在有
效遏制地区窃电行为，提高电力客户依法用
电和安全用电意识， 强力规范用电秩序。该

公司成立多名专业人员参加的专项整治队
伍，建立了重点排查对象台账，制定供电所
台区同期线损合格率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和
迎峰度夏期间反窃查违专项行动方案，明确
工作任务、时间节点、责任分工及考核措施。
严密组织，精准打击，日稽夜查，敢于亮剑，
逐个击破，已经成为国网岳阳供电公司降损
增效新常态。

严密组织 绝不放过

“我就是偷电了，你能拿我怎么样？”云
溪镇新埔村台区王某对供电所查处其窃电
一直心怀不满， 一气之下他将台区总表砸
坏，并多次到云溪供电所闹事。云溪供电所
依据其窃电证据，联合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了
严肃处置。

反窃查违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依
据。反窃电过程中难免遇到困难，甚至是威
胁， 无论窃电分子使出怎样的手段遮掩、逃
避窃电事实，一旦面临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
理时，窃电人就变成了做贼心虚的“纸老虎”。

一次深夜，用电稽查人员发现君山区的
戴某打开表封后将电压线短接实施窃电，而
后又连续在相邻台区发现多起相同手法窃

电行为， 总共查处了9户、10块电度表采用
相同的方式进行窃电。大家不由一惊，同样
的地方，同样的手法，其中定有名堂！

“那个男人大概60岁左右，他说可以让
电表跑得慢， 收了我500元帮我把电表改
了。”君山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经认真分析、排
查，几经周折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捕归案并
予刑拘。通过审讯深挖，犯罪嫌疑人张某对
帮助他人窃电的事实供认不讳。

规模化、职业化的团伙作案必须严惩。经
过严密组织，统一协调，岳阳城区查处同类
窃电用户8户，挽回经济损失8万元，起到了
“打击一个、震慑一方、教育一片”的社会效应。

斗智斗勇 精准打击

“我的一点小动作都能发现，再也不敢
窃电了。”8月25日，面对窃电铁证，岳阳县
窃电户陈某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这户人家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电流，赶
紧去看看！”当晚，岳阳县供电公司9个供电
所同时开展大型反窃查违整治行动。 出发
前，各供电所已经利用营销系统数据、用电
信息采集系统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陈某的
用电信息经采集系统监控发现了计量设备

有40分钟的开盖记录， 公田供电所营销人
员当即对其突击检查，发现电表内部相线计
量元件两点间用烙铁焊接在一起，人为故意
短接计量元件电流。

“以后不要再抱任何侥幸心理窃电，所
有用电异常供电部门都能通过营销采集系
统及时发现，证据搜集齐全后将依法补收电
费！”在事实面前，客户承认了自己的窃电行
为，并追补了电费，这起窃电案件从发现到
圆满处置仅用时3个小时。

由诊断、查处到分析鉴定，大数据分析
技术和反窃电新设备的应用为反窃查违精
准打击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反窃查违专项行
动中，国网岳阳供电公司不断改进和完善电
能计量装置，强化对新报装客户的反窃电检
查， 防范业扩和新型业务客户的窃电行为，
通过应用智能化现场检查终端和反窃电远
程在线监测设备， 注重固化现场窃电证据，
同时对典型窃电案例进行智能诊断和深层
次剖析，让窃电行为无处遁形。

形势向好，但脚步不止。8月30日晚，临
湘江南供电所反窃查违小组经历了入夏以
来首个“一无所获”的夜晚。“整整一个晚上，
大家无功而返，但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说明
咱们前段工作卓有成效。” 江南供电所所长
元竹林说道。

■ 李奕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