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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刘思光） 11 月 8 日，
焦作供电公司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专
题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要求逐级组织，全员学习，并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为引领，进一步梳理
工作思路，确保全年各项工作再创新优。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该公司通过多
项载体积极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会议精神，教育引导干部职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改进

作风，助力企业发展，为老百姓供好电、
服好务。结合自身实际，详细制订学习计
划，将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列入月度考核
范围，确保将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做好、做
实。从公司党委中心组，各党支部、党小
组到各部室、生产班组各层面加强学习，
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形成全员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浓厚氛围，并把学习成果体
现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在本职岗位上，不
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围绕公司发展战
略，主动作为，履职尽责，为实现跨越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各级领导干部要
组织本部门 （单位） 职工通过研讨座谈、
自学和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认真学习，并
对各部门学习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力
争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贯彻到位。同
时，该公司充分利用网站、微信群等形
式，广泛宣传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新举措、新气象、新成效，努力营
造昂扬向上、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

此外，该公司还要求各部门、各单位
要结合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深入思考和

明确本部门、本单位、本岗位的工作重
点，要把贯彻会议精神体现到今后各项工
作中，明确任务，制定措施，强化责任，
切实做好四季度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各项
工作的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切
实为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收好官、结好
尾。

焦作供电公司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刘思光）

“我们对不合格、超周期的工
器具严格实行淘汰下岗制，真
正从源头上严把工器具的进货
关、试验关、报废关、补充更
换关。”11月9日，焦作供电公
司组织有关人员对一线班组的
工器具和个人防护用品进行现
场抽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有效杜绝因工器具不合格导致
人身伤害或设备事故的发生，
确保日常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安全工器具是保护施工人
员人身安全的重要保障。一直
以来，焦作供电公司把工器具
管理作为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
来抓，加大日常管理力度，不
仅定期组织人员对工器具进行
排查，还严把工器具配置关，
并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
全工作规程》要求，进一步规
范绝缘工器具的管理和试验工
作，重点对验电器、绝缘手

套、接地线、脚扣、安全帽、
安全带等工器具的试验合格证
和试验记录进行检查；要求一
线班组严格按照试验周期和内
容开展工器具检查及分配，对
于超期或不合格的工器具要立
即停止使用，通过完善工器具
台账，做到卡物相符，工器具
的领用、归还应严格履行交接
和登记手续；加强工器具的使
用培训及检查保管工作，防止
因使用不当造成工器具损坏。

同时，焦作供电公司还严
格要求在配置或添置工器具时
统筹安排，定编配置详情，要
求一线班组要认真做好工器具
的存放工作，通过建立完善的
工器具台账和清册，切实做到
工器具按不同类别、型号进行
统一编号存放，进一步加强工
器具的不定期检测和维护保
养，确保施工人员使用放心、
合格的工器具。

焦作供电公司

检查工器具 严把安全关

本报讯（通讯员李海洲） 11月8日，沁阳市供
电公司技术人员来到110千伏沁阳变电站，现场检
查电网运行情况，积极备战冬季用电高峰。

为确保电网顺利度过负荷高峰期，该公司结
合冬季作业特点，从电网架构、供电设备、优质
服务和应急保障方面入手，采取多项措施全面提
升供电设备抵御寒冬的能力。强电网，固根本。
通过召开电网运行分析会，分析沁阳电网稳定性
水平、负荷预测、调峰能力、备用容量等指标，
梳理电网存在的薄弱点，及时对过载变电站主变
进行增容，提高主网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消
隐患，除风险。针对冬季低温、浓雾等天气特
点，加大对输变电设备的巡视检查力度，切实做
好防污闪、防雪、防火等工作，对重要设备进行
特巡，严防冬季盗窃、外力破坏等情况的发生，
消除潜在风险，力保电网设备零隐患度冬。优服
务，惠民生。针对冬季用电高峰期的特点，强化
优质服务管理，通过当地电视台、微博、微信等
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向广大客户告知用电信
息；组织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宣传冬季安全用电知
识，指导居民客户安全用电，确保将优质服务落
到实处。

沁阳市供电公司

积极备战冬季用电高峰

本报讯（通讯员席松奇）
11月7日,孟州市供电公司员工
走进孟州市电商产业园，认真
检查电子商务企业的用电设
备，及时排查用电隐患，并耐
心向客户讲解安全用电知识，
全力确保“双11”期间供电可
靠。

2015年，孟州市被确定为
河南省农村淘宝第一个试点县
（市），成为阿里巴巴进军河南
农村市场的第一站，填补了河
南无农村淘宝的空白。目前，
该市第一批农村淘宝村级服务
站为24个，是以电子商务平台
为基础，通过搭建县、村两级
服务网络，实现“网货下乡”
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

功能，为服务农民、创新农
业、推动农村发展推出的一项
战略举措。今年“双 11”前
夕，孟州市供电公司积极与孟
州电商产业园、阿里巴巴农村
淘宝孟州服务中心、德众保税
区、淘宝村等电商企业沟通交
流，对涉及的线路和供电设备
进行巡视、维护，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还积极
做好抢修人员、车辆、物资的
准备工作，做到一旦发生事故
和异常情况能迅速进行处理。
目前，该公司已为电商企业提
供上门服务23次，排除安全隐
患11处，发放安全用电知识宣
传册820本。

孟州市供电公司

全力服务电商企业用电

本报讯（通讯员王小平） 11月9日，在省级文
明单位复验中，武陟县供电公司开展的道德微讲
堂、精准扶贫和精神扶贫等工作受到了验收组领
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

在文明单位创建中，该公司严格按照文明单位
测评体系要求，扎实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不断
巩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在公司上下营造浓厚的
创建氛围，促进各项业务工作和谐健康发展。

将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对照年度精神文明建设重
点和测评体系考核要求，扎实开展各类创建活
动；大力宣传文明单位创建的重要意义，做到全
员参与，人人有责，成果共享。抓好“四个结
合”，不断巩固文明单位创建成效。与“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结合，提升职工理想信念；与道德
建设结合，增强职工道德素质；与服务型企业建
设结合，提升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与学习型企
业、法治诚信教育结合，增强队伍综合素质。坚
持“四个持续”，不断丰富文明单位创建内容。持
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开展“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持续开展献爱心活动，持续开展文明
有礼传播活动。

武陟县供电公司

在省级文明单位复验中受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孙亚） 11月10日，博爱县供
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组成互查小组，通过实地观
摩、查阅资料等方式，对“全能型”及星级供电
所的建设工作进行互查，查缺补漏，不断提升供
电所管理水平。

该公司以“全能型”及星级供电所建设为契
机，采取多项措施深化供电所专业化管理，制定
供电所月度考核细则，重点对“两率一损”、营业
厅管理、安全管理、设备管理、业扩报装、优质
服务等工作进行细化，明确月度工作重点，完善
激励考核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结
合供电所管理实际，对供电所班组与岗位进行优
化重组，明确各岗位职责，实现员工“一专多
能”；开展人员岗位互换互补，设立综合柜员窗
口，实现各项业务“一站式”办理。实施用电报
装透明化服务、供电营业窗口规范化服务、95598
标准化服务、重要客户个性化服务、特殊客户延
伸化服务、需求侧管理责任化服务，切实提升供
电所优质服务管理水平。在供电所开展自查和互
查活动，每月召开供电服务专题会议，开展“一
表态、一典型、一评价”，即工单多的客户代表作
表态发言，工单少的客户代表作典型发言，客户
服务员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分析服务中存在的
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同时采取观看实拍视频、
实地查看、模拟演练等方式，指出优质服务及业
务办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业务水平，切实打
造营销管理规范化、优质服务常态化、基础管理
信息化的“全能型”供电所。

博爱县供电公司

推进“全能型”供电所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李建强）
日前，修武县供电公司“云台
光明号”青年志愿者来到该县
空巢老人家，对其家中的线
路、空气开关等进行检查和维
修，并反复叮嘱老人使用电器
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该公
司服务空巢老人用电的一个缩
影。

随着气温的持续下降，为
让全县空巢老人度过一个温暖
的冬季，该公司组织工作人员
对辖区内的空巢老人进行走
访，对这些老人使用的电暖设
备进行记录，义务对老人家中
的老化线路、灯头、插座等进
行更换和维修，让老人安全用
电。针对空巢老人缺少安全用
电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
特点，该公司工作人员走村入
户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宣传，发

放安全知识宣传资料，现场讲
解和示范安全用电操作方法，
并叮嘱老人在室外不要靠近配
电变压器、不能用湿手操作或
触摸家用电器接口。同时，建
立特殊客户服务档案，构建

“亲情式”“温馨式”服务体
系，采取划片分区的形式，根
据区域大小、客户多少，由每
个供电所驻村定点服务空巢老
人，建立常态服务关系，确保
老人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舒
心电，。

目前，该公司工作人员已
走进 360 余户空巢老人家中开
展服务，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单
600 余 份 ， 更 换 开 关 插 座 53
个、漏电保护器15个、老化线
路 620 余米，消除安全隐患 13
处，为老人温暖过冬提供了可
靠的保障。

修武县供电公司

为空巢老人用电排忧解难

本报通讯员 李云霞

近段时间以来，温县供电公司班子成员、包
保部门人员经常按照“网格化”管理工作要求，
深入“煤改电”施工一线，督促工作开展。同时，
该公司开展“党员示范 典型引领”活动，要求
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围绕重点工
作，深入基层解难题、办实事，并积极选树典
型，挖掘出许多感人的事迹。

刘所长的“四件宝”
“我现在随身携带‘四件宝’，哪一件也少

不了。”11月6日，该公司杨磊供电所所长刘
长海带领施工人员在西留石村升级改造变压
器。在休息的时候，他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
大笑。

刘长海的“四件宝”分别是“煤改电”施
工安排和进度表、手机、笔记本和小药盒。作
为一名老党员，他工作认真负责，针对辖区

“煤改电”工程制订了详细的施工计划，合理
安排施工人员，每天待在现场灵活调动人员和
物资，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今年50多岁的
他，血压和血糖较高，每天需要按时服药，但

他忙碌起来常常忘记吃药。家人放心不下，就
想了个办法，给他准备一个小药盒，每天把药
提前分装好，装在他随身的口袋里，方便他服
用。虽然当前施工任务重，但刘长海很乐观，
工作之余他幽默的话语，活跃了施工现场的气
氛。

城关供电所的敬业之“光”
11月7日，该公司班子成员来到温县人民

医院，看望了城关供电所配电组送电工王大光
的母亲。而此时，王大光还奋战在“煤改电”
施工一线。

10月28日晚上11时许，王大光的母亲因
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王大光心急如
焚，一方面是重病的母亲需要照顾，一方面是
他参与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不容耽搁。思

前想后，王大光含泪把母亲交给妻子照顾，自
己又和往常一样来到施工现场。连日来，他白
天和大家一起立杆、架线、组装金具，晚上
收工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医院，让劳累
一天的妻子歇一歇，而他就在母亲的病床旁
搭个简易床，彻夜守护着母亲。供电所的同
事们得知他的情况后，被他高度敬业负责的
精神感动，该公司也积极宣传他的先进事
迹，而他却说：“我父亲干了 30 多年的农电
工作，我不会忘记他的教导，我所做的，都
是应该的。”

站好最后一班岗
11月6日傍晚，在前北马村“煤改电”施

工现场，杨磊供电所员工郑玉海正忙着组装金
具。据悉，今年11月11日他就要离开工作岗

位光荣退休了，而当所里分配“煤改电”施工
任务时，他立即向所长申请奔赴施工一线，参
与到此项惠民工程中。他说：“我即将离开工
作岗位了，就让我再奉献一次光和热吧！”平
凡的岗位、朴实的话语，他虽然是一名普通的
员工，但他的言行已化为一种力量，深深激励
着身边的人。

在身边先进典型的引领下，该公司营造了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全体职
工齐心协力，投入到“煤改电”工程中，为工
程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榜样的力量
——温县供电公司开展“党员示范 典型引领”活动侧记

本报通讯员 谢香娣 摄影报道

11月10日15时，焦作东部电网优化工程——220千伏I、
II韩潭线送电成功。

据介绍，220千伏I、II韩潭线路位于我市东部，沿线交叉
跨越较多，此次共新建铁塔34基、线路9.4千米。工程建设期
间，焦作供电公司精心组织，施工人员按照施工计划，抢抓时
间节点，坚守一线，攻坚克难，推动工程紧张有序实施。该工
程投运后，焦作东部电网结构将更加合理，为经济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本栏照片均为施工现场）

完善电网结构 服务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