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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网祁阳县
供电公司组织全体供
电服务员工开展线路
砍青扫障工作，确保线
路畅通。潘家埠供电所
辖区共有8条10千伏线
路， 其中，10千伏潘镇
线全长22公里，是该所
辖区内最长的线路。为
避免潘镇线线路因树
障影响跳闸，公司共产
党员服务队帮扶潘家
埠供电所开展砍青扫
障。 经过大家坚苦努
力，一棵棵可能危及线
路安全运行的树木被
伐断，输电线路通道畅
通宽敞。当天共完成清
树障隐患12处。
■摄影报道陈蓉高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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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客服
人员走访季达玻璃厂获得企业负责人感
谢。称玻璃厂改用电窑炉后，不仅实现了
企业环保达标， 而且大大提高了玻璃的
品质。

位于株洲县三门镇的永胜、日鑫、季
达三家玻璃厂原为燃煤玻璃制品生产企
业，因为环保不达标被政府要求停产。得

知这一情况后， 株洲供电公司客服人员
主动上门多方沟通，3 家企业最终同意
将原来的煤窑炉改造为电窑炉。

株洲供电公司安排专人为客户提供
用电最优方案， 针对三家企业用电容量
高达 4800千伏安的报装需求，积极加快
业扩报装速度，开辟用电绿色通道，用最
短的时间帮助客户用上了清洁电能，实

现早供早送，拓展电能替代电量。
截至目前， 株洲供电公司已推动 4

家玻璃企业实施“煤改电”，企业产品合
格率从 85%提升到 92%，替代电量达到
230 万千瓦时，减少燃烧标煤 700 余吨，
年度替代电量预计 1600万千瓦时。项目
的成功推进， 将为株洲工业领域电能替
代项目的实施提供借鉴和示范。

■张昌益 吴 珊

株洲供电公司成功推进3家玻璃厂“煤改电”

立体交通更快 智能电网更强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公路的

迅猛发展， 更加快速的立体交通网络，为
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捷，拉近了城市
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而电网和交通网络相
互交叉跨越的情况日益增多，据国网娄底
供电公司统计， 目前娄底地区跨越高铁、
高速的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有283处，
其中跨越沪昆高铁有30处。

立体交通更快， 智能电网应当更强！
为此，娄底供电公司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步
伐，为增强跨越高铁、高速公路的输电线
路抵御极端恶劣天气的安全能力，确保线
路跨越区段不发生公共安全和电网安全
事件，在加强“三跨”线路运行维护工作的
同时，还提高了跨越电力线路的安全技术
标准，对不满足安全系数的“三跨”隐患点
开展升级改造，成为了湖南省第一家主导
完成输电线路跨高铁施工的地市级供电
公司。

首次施工改造时，该公司输电运检室

的尹江生记忆深刻：“这次跨越高铁施工
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必须利用沪昆高铁凌
晨0时至3时的“天窗”时间内作业，确保不
影响第二天沪昆高铁的正常运行，保障沪
昆高铁过往车辆万无一失。”

根据当时110千伏筱锑 I、II线9至10
号杆跨越沪昆高铁升级改造施工方案，将
拆除铁塔5基，新立铁塔7基，完成旧导地
线拆除、新导地线展放及杆塔附属设施的
安装，因跨越段内跨越高铁双股道、高铁
牵引接触网2条、 双回路铁路贯通线1条，
故在保障输电线路旧导、 地线拆除和新
导、地线展放施工安全的同时，不影响下
方高铁线路的安全，成为施工的重点和难
点。

“跨越高铁施工要求会更高、更严，如
何保证双方设备、人员安全，确保施工质
量，都需要科学严谨、详实的施工方案来
支撑。” 尹江生作为该次施工现场的安全
第一把关人，在推进该线路施工中，他把

压力放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早在基
础施工阶段， 就主动与铁路运管部门沟
通，了解沪昆高铁跨越施工所涉及停电和
施工报批流程，并根据报批流程提前做好
各方面的工作对接。与此同时，结合现场
实际情况，多次组织召开跨越施工技术研
讨会，围绕跨越方式、所需材料、施工流
程、安全保障等展开细致讨论，在施工期
间，尹江生不分白天黑夜蹲守现场，从材
料把关、流程合规、技术工艺等方面强化
管理，严防事故隐患，把控现场安全。

“严格落实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
施，抓好输电专业‘三跨’改造，以确保安
全为核心任务，强化安全生产制度标准化
建设，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娄底
供电公司总经理对“三跨”改造施工提出
的工作要求掷地有声！在省、市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施工现场形成了省、市公司、公
司运检部、安监部、检修公司输电室、星源
电建集团以及广铁集团等多层的安全把

关体系，确保了施工期间高铁设备、输电设
备、施工人员的安全，工程施工圆满完成。

有了首次跨越施工的经验后，娄底供
电公司陆续完成了220千伏吉永线，35千
伏柘太线跨越沪昆高速、110千伏杨国线
跨越沪昆高铁升级改造施工， 输电线路
“三跨”改造工程再次向前推进一步。除将
杆塔改造升级之外，娄底供电公司还采取
了在导地线上安装预绞丝安全备份线夹
的措施，将提高耐张线夹整体结构的强度
和电气安全系数，避免因耐张线夹导致线
路“三跨”区段发生较大的公共安全和电
网安全事件，并在导线上安装了图像监测
装置，为线路打上“双保险”。

“三跨”线路就是架空输电线路跨越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重要输电通道区段，
简称“三跨”。“三跨”的改造，一方面将大
大提升杆塔的安全可靠系数，增强输电线
路抗大风、抗覆冰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可
有效减少相邻杆塔发生倒杆断线事故时，
对跨越线路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线路的
安全运行能力， 确保输电线下方高速铁
路、高速公路的安全运行。这是该公司严
格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全
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体现，下
阶段，该公司将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继续
对不满足安全系数要求的三跨隐患点进
行改造升级， 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全
面打造坚强智能电网！

国网湖南供电服务中心（计量中心）
围绕“三型两网”主题开展职工思想动态调研

近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网公司
及国网湖南电力“两会”精神，深化“三
型两网”“四个一流”等新战略的认知理
解，国网湖南供电服务中心（计量中心）
统一组织开展职工思想动态调研。

此次调研紧密围绕国网公司及国
网湖南电力“两会” 精神，“三型两网”
“四个一流”等新战略设计调研问卷，问

卷设计涵盖人员队伍基本信息调研、最
新精神文件知识普及及掌握程度调研、
以及认知理解调研。 一是运用“互联网
+”平台发布统计，截至 4 月 11 日，中
心共收到有效答卷 40余张。 二是面向
管理人员和基层职工进行了访谈。

同时， 各党支部结合国网公司网
站、国家电网报、电网头条等热评新闻

加强素材收集， 制作党课
课件和 PPT， 陆续开展了
支部书记新战略主题党课
暨专题讨论活动， 结合实
践，将理论讲透、悟透。 各
党支部还开展了党员“上
讲台”活动，并准备进行一

季度“微党课”评选，引导党员积极思
考，主动作为。

结合调研整体情况，下一步，中心
将详细分析当前员工主流思想状况、员
工关注的热点及倾向性问题、影响员工
思想状况的因素，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
对策和建议，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调研
报告。 ■崔原浩

“你们的供电服务太周到了，我代表公
司全体员工向你们表示感谢 !”4月2日下
午，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翟速一行来到国网张家界供电公
司，送来一面写着“人民电业为人民，优质
服务暖人心”的锦旗，对该公司的供电优质
服务表示感谢。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9年1月， 投资建成的张家界天
门山景区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凭借
“湘山第一神山”的美誉驰名中外，每年接
待国内外旅客超过400万人次。 继2015年
天门山景区获评“中国最佳旅游投资效益
奖”后，在今年的第八届中国旅游投资艾蒂
亚奖颁奖典礼上， 天门山公司获得中国最
佳旅游运营机构奖；天津宁发集团董事长、
天门山公司董事张同生获终身成就奖。

作为张家界市旅游的龙头企业， 天门
山公司投资自建35千伏变电站1座，10千
伏供电线路3条， 保证景区的可靠供电。为
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
坚持电力先行， 针对景区全年大大小小的
保供电任务，编制天门山特殊保供电方案，
派遣发电车提前到位， 保供电任务均圆满
完成。同时，公司还义务为景区供电设备提
供上门用电检查服务，安排年检预试，与其
建立了良好的双向沟通机制， 积极优化营
商环境，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企业宗旨。 ■姚 林 吴 昊

———国网娄底供电公司全力推进输电线路“三跨”升级改造纪实
■杨 莉 吴 琼

国网湖南输电检修公司

复艾线顺利进入架线施工阶段
4月10日下午3时30分，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

由国网湖南输电检修公司承建的500千伏复艾I、II线改
造工程复艾I线N4+1-N15段左相导线慢速、平稳出线，
标志着该工程顺利进入架线施工阶段。

该工程架线施工阶段交叉跨越复杂且密集，跨越电
气化铁路3次、长张高速4次、220千伏电力线4次、110千
伏电力线8次，项目部多次进行实地考察，采取最优的施
工方案，确保施工架线安全。

据悉，500千伏复艾I线改造长度5.0千米，500千伏
复艾II线改造长度8.4千米，线路全长约13.4千米。全线
紧凑型铁塔42基，其中直线自立塔21基，耐张转角塔21
基。 工程导线采用6×JL/GIA-300/40钢芯铝绞线，地
线I回一根采用JLB20A-80铝包钢绞线, 另一根采用
OPGW光缆,II回均采用JLB20A-80铝包钢绞线。 同时
该工程还需拆除紧凑型铁塔21基，拆除相应导、地线挂
线金具等。 ■刘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