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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飞人”高空检修 助力电网平稳度秋
“这七天连续在高空中检修了几十公
里，虽然很累，但是随着一项项缺陷被自己
亲手消除， 有效保障了线路的安全稳定运
行，感觉很充实很自豪！”10月14日，在位于
洪江市江市镇暴木溪村的500千伏黔艳II线
267号杆塔停电检修现场，刚刚完成高空检
修的国网湖南输电检修公司巡检员张翔一
边脱下屏蔽服一边告诉记者。
该公司负责运行维护段起自贵州省黔
东电厂500千伏龙门架， 止于湖南省500千
伏艳山红变电站， 长98.65千米， 共计杆塔
267基,沿途经过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镇远县、天柱县、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
芷江县、会同县、洪江市，两省两市（州）六
县。
此次停电检修旨在发现平常巡视工作
中难以发现的缺陷，消除巡视难以处理的缺
陷和停电检修发现的新缺陷，提高线路健康
水平，确保线路安全可靠运行。“
超特高压线
路沿途自然环境复杂，随着线路运行年限增

加， 设备故障和隐患随之增
多，周期性状态检修可以消除
运行过程中发现的各类故障
或隐患。 通过定期检修维护，
有效消除线路运行过程中的
隐患，确保电网全寿命周期安
全稳定运行。” 在检修现场督
导检查的该公司输电运检四
分部副经理文劲松告诉记者。
对此，检修期间，该公司
10月14日， 国网湖南输电检修员在位于洪江市江市镇暴木溪村的500千伏黔艳II线267号杆塔
以无人机为主，通过无人机云
开展停电检修工作。
端拍摄功能将工作人员检修
过程画面实时传输到地面电
脑中，塔下工作负责人及相关
患能在此次停电检修期间全部进行消缺。
大开发，西电东送”战略方案成功实施，传送
技术人员无需上塔即可全程把控形成安全
据悉， 黔艳II线是怀化电网主网架，占
了清洁能源，减少了大气污染，改善了大气
质量，弥补人工耗时长、发现缺陷不全面的
环境质量，并可有效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健康
怀化电网供电量30%以上，是沪昆高铁怀化
不足。同时，利用“空中飞人”， 打着安全带
段主要供电的重要保障，新建怀邵衡，张吉
发展。
从高空中的输电线路上徒步走一遍，近距离
怀等高铁牵引站主供电源线路。黔艳II线实
截至当日，该公司顺利完成该线路全部
检查线路缺陷， 以发现地面发现不了的缺
现了贵州东部电网和湖南电网并网，将电力
检修任务， 线路将于10月15日再次带电运
陷，对所有记录在册的缺陷和走线发现的隐
安全稳定送入湖南电网，确保了国家“西部
行。
■刘辉军 罗邦维

国网娄底供电公司 精益求精打造平安秋检

高空作业平台车移动

检修人员对220千伏主变进行检修

10月18日， 在国网娄底供
电公司的秋季检修现场， 红色
的隔离网、黄色的安全帽、蓝色
的工作服，放眼望去，电力员工
忙碌的身影尽收眼底。 这是该
公 司220千 伏早 元 变 电 站 全 停
集中秋季检修现场之一。
当前，娄底供电公司220千
伏早元变电站全站改造到了最
后攻坚阶段，改造工程量大、停
电时间长，工作任务繁重，为确
保 此次 全 站 改 造 工 程 安 全 、优
质 、高效 完 成，检 修、运 维 人 员
加足马力根据工作范围确定布
置安全措施，对设备消缺维护、
断 路 器 更 换 、110 千 伏 刀 闸 大
修、全站防腐、接地网改造以及
保护改造等秋检工作， 做到不
慌不乱，井然有序，执行标准化
作业流程，严守安全底线，打赢
本场秋检攻坚战， 以实际行动
为平安秋检添力。
■杨莉

10 月 18 日， 为期 4 天的 2018 年
“丝绸之路工商领导人（张家界）峰会”
在张家界落下帷幕，国网张家界供电公
司圆满完成了峰会的保供电工作。
据悉，来自克罗地亚、俄罗斯、格鲁
吉亚、乌克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政府代表、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领导、商
协会主席、 著名企业家以及国际贸易、
金融、品牌、旅游、医学专家等 400 人参
加了本次峰会。
为全力做好会议电力保障工作，该
公司迅速响应，成立了峰会保电领导小
组， 由调控中心牵头迅速制定保电方
案，运检部、营销部、检修公司、武陵源
区供电公司、城郊农电组等相关单位全
力参与配合， 细化落实各项保供电措
施， 各级各类人员落实到岗到位要求，
严格履职。
工作人员提前对重要会场进行了
上门服务，全面排查供电设施，对相关
线路进行认真巡视消缺，同时安排抢修
人员 24 小时值班，发电车辆随时待命，
备品备件配置一应俱全，随时做好应急
处理和抢修准备，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
严密的措施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本
次峰会提供优质、可靠的电力供应。
■向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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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帮扶为贫困村“
圆梦”

在驻村帮扶过程中，国网湖南电力以精
准要求为总原则，坚持“精神帮扶”“输血救
济”和“造血自救”相结合的扶贫方式，积极
推进建档立卡、发展产业、开展农村文化活
动和基层组织建设，在推动贫困村治理创新
中发挥作用。
该公司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制
定帮扶工作方案， 明确帮扶目标和措施，落
实责任部门和单位，截至9月底，该公司累计
向帮扶点投入资金4.25亿元，先后承担了全
省13个市州130个帮扶点的驻村工作任务，
其中有30个帮扶点已顺利脱贫出列， 今年
新增帮扶点18个。目前该公司共选派了189
名驻村帮扶队员在100个帮扶点开展扶贫
工作，有46个帮扶点计划在今年脱贫。该公
司领导多次带队到扶贫联系点实地调研，积
极研究“
扶谁”“
谁来扶”和“怎么扶”，形成了
“
公司党委统一部署、基层单位靠前指挥、驻

村干部一线作战”的驻村扶贫格局。
邵阳市新邵县寸石镇花竹村是国网湖
南电力帮扶驻点贫困村。今年1月，由邵阳市
扶贫办牵头的脱贫攻坚复核验收组对新邵
县花竹村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复核验收。在经
过详细的现场检查和数据审核后，验收组正
式宣布：国网湖南电力驻村帮扶点——
—花竹
村成功脱贫出列。
验收组现场听取了花竹村扶贫工作队
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对花竹村贫困户档案、
扶贫资料以及项目开展情况进行详细核查。
对照脱贫验收标准， 验收组分3个小组进村
入户开展全方位检查验收，系统了解花竹村
脱贫达标实际情况。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抽
查、查阅资料，验收组一致认为，在国网湖南
电力的强力支持和有力保障下，花竹村单位
扶贫项目投入到位、 职工爱心捐款踊跃、困
难群众满意度高，驻村扶贫工作特色亮点突
出。一是多措并举推进整体脱贫。帮扶有规
划、项目有计划、落地有举措，投入大，效果
好。二是基础工作扎实到位。在邵阳市首先

采用科技绘图，贫困户摸底详实，贫困原因
识别精准，按户施策、分类推进，扶贫帮困有
的放矢。
据悉， 花竹村全村共建档立卡433户
1435人，其中扶贫户64户242人。驻村扶贫
工作队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严格按
照“六个精准”要求，清理四类人员6户 19
人， 采集整理14000余条村民村情信息，拍
摄8000余张现场图片， 绘制花竹村资源地
图， 为花竹村量身定制帮扶措施， 实施水、
电、路、业、房、环境等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
共计21个项目， 争取协调项目资金2200万
元。按照扶贫验收标准，至2017年底，全面
实现贫困发生率低于1%任务目标。
经过近3年的扶贫攻坚， 花竹村驻村扶
贫工作先后迎接了省人大、 省委督查三组、
省审计厅的阶段性检查，迎接了国家电网公
司监察局扶贫领域专项监督检查，接受了市
县各级检查组20多次的明察暗访， 均获得
好评。省委副书记乌兰在中央驻湘单位驻村
扶贫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评价花竹村驻村扶

贫工作“有特色、有亮点”。在2015—2017年
度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干部驻村帮扶工作
考核中，花竹村扶贫工作连续三年均获评优秀。
扶贫不仅要扶物质，更需扶精神、扶智
力、扶文化。该公司坚持送知识、送信息、送
技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村交通闭塞、信息
匮乏、教育落后的局面，全面提高当地人民
综合素质。 在花竹村建设村民休闲广场，引
荐 省 文联 17名艺 术 家进 村 开 展 “笑 满 三
湘——
—精准扶贫进花竹， 电力关爱到身边”
文化艺术下乡义演活动，有效丰富了村民精
神生活，提高当地文化生活水平。举办15期
养殖、种植技术培训班，组织村干部和村民
代表143人次赴外地考察学习，借鉴先进管
理经验和农业技术。 关心关爱留守儿童，投
入资金5万元，对家庭困难、成绩优秀的学生
进行帮扶，全额资助3名贫困留守儿童，共计
助学159人次。开展“精准扶贫+关爱留守儿
童+青春光明行”为主题的关爱留守儿童身
心健康活动。在岳阳市贫困山区援建3所“
电
骆驼” 爱心图书室， 累计捐赠图书5000余
本，不仅为山区点亮光明，更为山区点亮了
“
心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