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行业建设领域征地拆迁
及青苗赔偿标准、建筑行业计价、地
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内容这本评审
手册里全都有！ 今后概算评审的时
候就不愁弄不懂原则， 找不到依据
了， 这么有用的书我可得时时看随
身带！ ”4月 20日，国网湖南经研院
以“图 +表 +标准化手册”的方式为
国网长沙、湘潭、岳阳供电公司挂岗
轮训人员进行了《输变电工程技术
经济评审标准化手册》的培训宣贯，
长沙经研所参培人员表示收获丰
富。

为进一步贯彻 2022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用好国有资金、扩大有效
投资的基本要求， 落实推进基础设
施投资、把好项目投资审核关的文
件精神，国网湖南经研院 16名技经
专家联合攻关编撰了《输变电工程
技术经济评审标准化手册》，在中国
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总则、
变电工程技经评审操作手册、线路

工程技经评审操作手册、 征地及通
道清理计价参考标准和编制依据文
件等六个部分，内容涵盖征地拆迁、
渣土消纳、施工电源、桩基检测、电
网设备及电力线路拆除、停电过渡、
大件运输、电网设备特殊调试、重要
跨越等费用计价原则。

全书整合了输变电工程评审工
作中存在的计价重点、难点、疑点并
统一了新政策、 新技术及新规程运
用的计价原则， 目前已在电网建设
领域内推广应用。通过标准化建设、
专业化引领、精益化管控，规范化监
督， 本书实现了对工程概预算量、
价、费更精准、更高效管控，有效支
撑了电网工程建设。

下阶段， 国网湖南经研院将选
编、撰写技经典型问题库，提炼典型
经验，指导技经人员应用于实践，提
高标准化实操水平，让标准从“成册”
“上墙”到“走深”“走实”。

■张莎 刘璇璇

国网湖南经研院
打造标准手册 精准投资审核

“各处准备就绪，绞磨机启动，请地
面人员不要在塔材下方停留，请塔上人
员关注塔材离塔的距离和高度…”4 月
13 日， 国网娄底供电公司施工人员在
娄底西至群联 II 回 220 千伏线路工程
施工现场组立铁塔。

220 千伏娄底西配套输变电工程
是该公司 2022 年迎峰度夏首批开建工
程，是湖南省重点基建项目和省电力公
司党委重点督办项目。该工程由 4 个配
套线路工程和 6 个配套变电工程组成。
新建线路工程路径总长度为 51.389 千
米，新建铁塔共 154 基。 新建线路位于
涟源市、冷水江市和新邵县境内，途经
15 个镇、56 个村。是目前娄底在建的线
路长度最长、跨越行政区最多、停电区
域广、 交叉跨越最复杂的线路工程，工
程的顺利完工将为 500 千伏娄底西变
电站的及时投产创造有利条件。

面对重重困难，娄底公司充分发挥
电力铁军精神， 从作业层班组建设、关
键人员管控等方面， 扎实推进国网 12
项配套政策实施落地；施工人员克服高
温、路陡，清晨赶赴施工现场集结完毕；
施工现场，地面施工人员进行搬运工器
具、塔材组装，高空作业人员在安全带
的保护下如同“蜘蛛侠”般左右来回移
动，忙着吊件就位、螺栓紧固等作业。同
时， 工作负责人根据施工现场实际，科
学安排、合理部署，详细编制施工方案
和措施， 严把工程施工安全质量关，确
保该工程整体于 2022 年 6 月 5 日投产
送电。

截至目前，该线路工程基础开挖已
完成 124 基， 基础浇筑已完成 110 基，
铁塔组立已完成 66 基， 各方人员各司
其职、加紧施工，确保该线路工程按期
投产送电。 ■ 杨 莉 陈金元 李铭明

国网娄底供电公司
全力推进220千伏娄底西配套输变电工程

点赞株洲供电公司“小区居民群”里的电力实干家
“感谢供电公司的支持！ 社区在全程直

播！大家都在感叹供电公司团队的专业、担当
和高效!”

4月 13日，国网株洲天元供电支公司负
责人的微信里弹出天元区文旅广体局书记费
钰发来的几条热情满满的信息， 还有供电人
员成功拆除耀华新村小区内废旧退运多年的
变压器及电杆的现场作业照片。

原来，耀华新村是天元区文旅广体局“进
小区” 活动的联系点， 他们联系小区工作以
后， 把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到了株洲天元供电
支公司。 情况是这样的， 耀华小区出行的路
上，立有几根废旧电杆以及杆上变压器，该设
备所有权归属于一个专变用户， 其搬迁后变
压器退出运行，因历史原因，未及时拆除。 目
前电杆有倾斜，变压器横担上也布满了锈斑。
小区居民常年进出生怕会发生倒杆或者锈蚀
脱落伤人，严重影响居民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成为安全隐患。

耀华新村是花园里社区的辖区， 该社区

多次接到居民诉求， 也数次联系废弃设备的
所有人专变用户， 表达拆除意向； 经多方沟
通， 社区取得该废旧设备所有者的书面处置
授权委托书。 于是花园里社区书记沈利与耀
华新村业主委员会代表近日内携委托书前来
天元供电支公司， 确认该批废弃设备已在供
电公司专变用户系统内清除， 因其所有者无
专业能力拆除故一直闲置， 请求电力专业人
员帮助拆除相关废弃设备。

天元供电支公司接到社区委托函后，迅
速将该项拆除工作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重点工作来抓。台区经理第一时间加入“社电
共治四级服务群”， 先行了解和收集相关情
况，听取诉求并当即汇报公司。天元供电支公
司负责人立即带领配电运检班配电专家杨斌
等人前往耀华新村实地查勘， 积极主动与社
区、业主沟通协调，落实产权等相关事宜。 与
此同时， 精心组织制定安全稳妥的拆除施工
方案，并叮嘱尽速实施拆除。

经过一天的紧张作业， 供电人员圆满完

成拆除工作， 成功拔掉了耀华新村进出道路
上的“拦路虎”，彻底消除了居民出行的安全
隐患。

耀华新村的居民纷纷拍手称赞， 在微信
群里奔走相告，点赞之声不绝于屏。“真的太
感谢你们了，将我们社区十多年的‘心病’移
除，再也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了，以后出行就
方便了、安全了！ ”耀华新村业委会负责人激
动地说。

沈利也由衷地说到：“我们在最基层，天
天与老百姓衣食住行打交道。 只有你们供电
公司主动要求进入我们的居民群，主动服务，
处理故障随喊随到, 五天就解决了困扰我们
多年的难题，实在是太感动了！ ”

在业主委员会的小群里， 沈利晒出了一
面红色锦旗， 并建议：“供电公司义务为我们
做实事，五个工作日就帮助我们解决隐患，我
们送个锦旗表表心意，大家意下如何？ ”一时
之间，满屏各种款式的大拇指花式点赞，满屏
的赞叹声表达大家由衷的谢意。

第二天一早， 沈利与业委会的几名代表
捧着一面印有“党建引领进小区，社电共治为
人民”的锦旗来到株洲天元供电支公司。 锦旗
里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感激与热情， 交相辉映
着大家脸上阳光诚挚的笑容，如花盛开。 就这
样，一次因用户无专业能力形成的隐患，由政
府部门、 社区牵头组织协调， 供电公司践行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彰显担当社会责
任，得以快速解决。

今年 2月，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试点建设
“社电共治” 工程， 目前进入全面推广阶段。
“社电共治”便民服务点将覆盖到全市的社区
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 居民有用电方面的诉
求，可向设在居委会和村委会的“社（村）电共
治”便民服务点反映。 服务点设立后，有专门
人员负责对接，能提供“帮代办”、故障快修、
“共享电工”、绿色赋能、政策咨询、安全用电
宣传、科学用电指导、电力“三防”宣传等便民
服务。

■单纯 吴珊

“临时电源已经装好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电话联系我们。”4月11日 下午，国网江永
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员们，看着已经成功通电的电风扇，笑着向桃川镇小水卡口疫情防控
服务站点的负责人说到。

当前，该公司把疫情防控保障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成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在加强自身
防控的同时不断开展主动走访服务，积极了解疾控中心、各医院、检测点、疫苗接种点的用电需求，提
供专业、优质的供电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图 /文 伍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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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溆浦县供电公司

服务电源企业 共享电网安全
4 月 11 日， 国网溆浦县供电公司结合辖区内并

网电站调度协议续签工作，根据并网调度协议签订相
关要求，落实专线并网电站产权线路及并网开关供用
电安全排查工作。

入春以来雨水丰富， 水电站的发电量逐渐增多，
为提高发电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及时发现及消除安全
隐患，进一步加强主网电源点持续稳定、安全可靠运
行，该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深入到 112 座水电站开
展安全检查和培训服务工作。 本轮安全检查旨在发现
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落实安全防护措施，防范作业

过程中电击、漏电、火灾等各
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检查工作
人员对发电企业电器设备、配
电装置、电源开关、电气元件

的线路、漏保、接地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与发电企
业技术人员开展安全诊断与分析，并对存在的安全隐
患及设备缺陷开具了《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逐条提
出了整改建议措施。 同时，在检查过程中通过面对面
交流的方式对发电企业工作人员安全意识、电气操作
技能进行了掌握和了解，针对性地为发电企业作业人
员进行了电气操作规程、安全管理方面知识的培训。

下阶段，该公司将对发电企业客户设备状态、安全
生产等情况持续保持关注，开展节点性跟踪服务，确保
电网连续、稳定、安全可靠运行。 ■邓艳芳 杨文渊

国网芷江侗族自治县供电公司

服务保障春耕灌溉用电
4 月 13 日， 国网芷江侗族自治县供电公司组织

东方红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土桥镇洞下村等地开展
抽水泵房春季灌溉安全用电检查，这是该公司全力服
务春灌用电的一个缩影。

为确保春耕春灌顺利开展，该公司近期集中组织
人员对辖区内排灌配电房、线路及抽水泵开展专项安
全检查，并指导用户及时消除缺陷。 针对当前春灌用
电需求，该公司专门为农民群众订制春灌“套餐”。 一
是利用春检重点对辖区内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进行

全面巡视检查维护，防止因设备故障影响农民春灌用
电，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消除整改。 二是针对春灌用电
开辟绿色通道，严格落实“三零三省”服务举措，全面
延伸服务链条。 三是备齐备足抢修物品，安排抢修人
员、车辆随时待命，随时受理客户咨询和故障报修，解
决春灌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全力保障农民春灌生产可
靠供电。 四是在巡视检查过程中，向农民客户发放安
全用电手册，宣传安全用电知识，提高客户安全用电
意识。 ■刘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