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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李云霞） 7
月30日，在温县棚户区改造征迁
攻坚工作表彰大会上，温县供电
公司荣立集体三等功，受到温县
县委、县政府的表彰。

2019年，温县县委、县政府
大力开展棚户区改造工作，此项
工作也是温县高起点规划、高水
平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工
程、重点工程、民生工程，是打
造“精致城市、品质温县”的又
一重大举措，对于改善温县形
象、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温县供电公司在积极配合
政府部门做好征迁村线路及搬迁
家户停电等工作的同时，按照县
委、县政府相关工作部署，在太
极镇棚户区改造村陈新庄分包16

户征迁户，将拆迁工作指挥部设
到该村，将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到
征迁一线，并组织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进一步增强必胜的决心和
决战的勇气。该公司班子成员带
队，党员分包到户，处处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以“钉钉子”的精
神开展工作，克服时间紧、任务
重、压力大等困难，在规定时间
内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受到地方
政府的高度赞誉。

7 月 22 日，在温县太极镇棚
改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该公司
荣获“太极镇棚改攻坚战功勋集
体”称号；7 月 30 日，在县委、
县政府组织召开的棚户区改造征
迁攻坚工作表彰会上，该公司再
次载誉而归，荣立集体三等功。

温县供电公司

服务民生工程获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王娜）“无论什
么时候，只要我们用电方面有需求，
你们总是能很快解决，这次我们虽然
损失严重，但你们及时给我们调整了
用电方案，减少了一些损失，我们感
到挺欣慰的。”8月5日，沁阳市宏达
钢铁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沁阳市供电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8月4日晚上9时许，沁阳市突降
暴雨，北部山区降水量达到162毫米。
突如其来的降雨给位于沁阳市北部的
宏达钢铁有限公司造成了严重影响，10
台冷却水设备的电机被水淹没，不能
正常运转，导致整个生产链瘫痪。

当得知宏达公司的情况后，该公

司领导高度重视，带领营销部相关负
责人到企业走访慰问，现场查看企业
用电设备的受损情况。为最大限度降
低企业的损失，该公司营销部相关负
责人通过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详
细掌握企业受灾后的用电状况，为客
户制订变压器报停方案，给客户节省
了一定的电费。走访过程中，该公司
工作人员还对企业安全科学用电提出
合理化建议，提供标准化作业专业技
能指导，帮助企业完善电力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此外，该公司还将跟踪回访宏达
公司的重建和恢复生产工作，提前做
好恢复生产的供电服务工作。

沁阳市供电公司上门走访减少企业损失

本报讯（通讯员李建强）8 月 6 日，修
武县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
走进修武县青龙果蔬种植园区，对用电设
施进行“把脉”，确保果蔬种植户夏季安全
可靠用电。

近段时间以来，该公司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上门为辖区内的果蔬种植户提供
优质服务。对种植区分接箱、电缆、开
关等设施进行“把脉”，对抽水、灌溉、
照明等设施进行“体检”，帮助客户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完善风险防控措施，动
态跟踪客户用电需求，为客户量身制订
合理化用电方案，帮助其降本增效。针
对不同的果蔬种植户，该公司共产党员
服务队详细了解种植户安全用电方案、

用电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安全隐患等情
况，健全种植户隐患档案，做到一户一
档、信息准确；不定期深入田间地头，
巡视检查涉农供电线路及排灌设备，及
时消除地爬线、拦腰线和私拉乱接等违
章用电行为，并协助种植户安装漏电保
护器，保障用电安全。同时，向种植户发
放《安全用电手册》，讲解大棚安全用电
常识，传授大棚设备维护保养技术，免
费维修用电设备，深受果蔬种植户的一
致好评。

此外，该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
还提醒果蔬种植户，夏季人体易出汗，
切记不可用湿手、湿毛巾接触刀闸、导线
及电器设备，严防人身触电事故发生。

修武县供电公司倾情服务果蔬种植户用电

本报讯（通讯员席松奇） 8
月6日，孟州市供电公司组织3名
共产党员来到该市大定办事处北
开仪村贫困户王朝霞家，为其解
决房屋漏雨等问题，并现场讲解
安全用电知识，排查用电隐患，
确保用电安全。

据悉，北开仪村位于该市大
定办事处东南部，属于滩区，村
民主要经济来源以农业种植为
主。在帮扶中，该公司积极发挥
行业优势，为村里新增变压器 6
台，增容 200 千伏安；新增农排
变压器2台，增容200千伏安；新
建 400 伏线路 6290 米，改造村内
400伏线路3700米，改造滩区400
伏线路6900米；更换智能费控电
能表1540块，并为滩区农户义务
更换三相四线智能刷卡表计，为
该村解决了抗旱浇地用电问题，
进一步提高了村内的供电服务质
量，改善了村民的用电环境。同

时，该公司组织人员到贫困户家
中开展安全用电检查，向贫困
户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增强他
们的安全意识；详细询问帮扶
对象家庭成员、主要经济收入
来源、家中主要劳动力、身体
健康状况等内容，认真填写干
部职工包保贫困户基本情况和
脱贫措施。

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响应上
级号召，与北开仪村结成帮扶对
子，在路灯工程、电网改造等项
目上给予大力支持。在帮扶过程
中，该公司还不定期对帮扶对象
进行走访慰问，了解他们的需
求，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
难。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投入资金为该村进行电力设施
改造，为村里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可靠的电力保障，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人民电业为人民”的
宗旨。

孟州市供电公司

为帮扶村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本报通讯员 千建富 李晓光 摄影报道

经过4天的连续奋战，8月1日，焦作供电公
司输电运检专业完成了110千伏II韩金线、35千伏
热马北线线路保护区内共计2800棵违章树木的清
理工作，为迎峰度夏输电线路安全运行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从2017年开始，该公司输电运检专业就针对
这些违章树木多方奔走，联系相关单位和个人，
并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
违章树木一直未得到清理。今年年初以来，该公
司加大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力度，在植树节前夕，
促请市政府办公室下发 《关于严禁在电力线路保
护区内违规植树的通知》，明确要求全市范围内严
禁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新栽树木。随后，该公司
又联系市林业局在全市林业系统以红头文件的形
式进行转发，同时印发通告、宣传单在沿线附近
进行宣传。

此外，《2019年度森林焦作生态建设及重点工
程实施意见的通知》 中还增加了合理划定植树区
域，避让1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在运架空电力
线路保护区的要求，为输电线路通道治理创造了有
利的外部环境，有效遏制了在线路下新栽树木的现
象。

日前，该公司输电专业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上
报并促请对马村区、山阳区下达隐患清理通知。最
终，在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危及输电线路安全
运行的2800棵违章树木被顺利清理。

本报通讯员 王向阳

8月8日0时53分，武陟县供
电公司西陶供电所电工张军芳在
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动态，内容是

“难眠之夜”，还配发了 3 张照
片。每张照片里都是两个剩余电
流动作断路器，差别是断路器上
显示的数值不一样。

10时许，笔者看到这条动态
后拨打了张军芳的电话，弄清了
事情的原委。

照片中的设备属于西陶镇大
南张村 1 号台区，具体情况还得
从大南张村电网改造说起。半个
月前，该公司对大南张村实施电
网改造，新架设的10千伏线路与
1 号台区位置有冲突，需要将台
区搬迁至距离原台区50米处。

1 号台区有 3 条 400 伏出线，
担负着大南张村村委会周边 3 条
街道 300 余户群众供电。台区搬
迁中，由于新台区位置偏离 3 条
出线集中交会点较远，再加上电
网改造后要对大南张村台区供电
范围重新进行规划调整，3 条出
线变成了1条，相当于300余户群
众共用一条线路，线路供电负荷
成倍增长。1 号台区自然成了张
军芳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天气越
来越热，他跑得也越勤。

前段时间，武陟县持续高温
天气，1 号台区的供电负荷增长
较快，这可把张军芳愁坏了，因
为额定电流 250 安的开关已经超
负荷，之前出现过一次开关过流
保护跳闸。

8 月 7 日 21 时，张军芳接到
群众的电话，说村里好多家都停
电了，让他赶紧来看看。这时，
1 号台区客户微信群里也热闹起
来，纷纷询问停电原因、啥时间
能送电。

“应该还是开关过流跳闸，
我现在就去检查。”在微信群里
简单回复后，张军芳立即前往 1
号台区。

经过检查，停电原因与之前
判断的完全一致，因开关过流保
护导致的跳闸。

天气炎热，负荷早已超过断
路器额定负荷，送上电没多长时
间就又跳闸了。为了尽快解决问
题，张军芳想了个办法，在出线
上并接 4 根导线，连接在配电箱
内另一只断路器上，分散断路器
电流，避免再次跳闸。

作业中，室外天气异常闷
热，再加上配电箱内设备散发的
热气，还没开始干活张军芳额头
上的汗水就不停往下流，厚厚的
工作服也不知道啥时候被汗水浸
透了。

忙了一个多小时，电终于送
上了。这时，张军芳又把配电柜
柜门打开，通过空气流动加快设
备散热，同时不停观察断路器电
流变化，一直到次日负荷下降至
安全范围才回家休息。离开时，
张军芳挑选不同时间点拍的设备
负荷变化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回到家我几乎没怎么睡，
担心设备再次跳闸，早上起来嘴
里都起泡了。”谈起这个难眠之
夜，张军芳感慨地说。

难眠之夜

本报通讯员 崔红玲

“想给儿子的新房装表接电，一个电
话，一趟没跑，供电公司就给办妥了，这
服务真是没得说。”7月23日，博爱县许
良镇王庄村一位村民对街坊说。这是该县
广大用电客户对供电服务的众多点赞声之
一。

近年来，博爱县供电公司推出系列
“走心”服务，着力提升客户电力获得
感，合力打通服务的“最后一米”。

量体裁衣，铺设绿色“致富路”

7 月 19 日，在博爱县金城乡西张茹
村，辛二虎带着媳妇在桃园穿梭，将成熟

的桃子摘下装车，然后拿着计算器算了一
笔账：“用电得劲，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
不少，今年估摸着能赚2万余元。”

为帮助村民脱贫致富，该公司在
2015 年向该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摸底
排查贫困户信息，并积极与相关部门结
合，对贫困户在思想与文化上进行帮扶，
增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同时，通过
可靠的电力保障，协助该村推进以“绿
色”为主题的集体经济。如今，该村已成
功摘掉“贫帽子”。

同频共振，打好电力“护航牌”

该公司与县域发展同频共振，通过线
路升级、台区增容、建立供电备胎等方式
夯实供电硬件基础；以本质提升为载体，

通过在各供电所推行“三式”服务，打好人
才就业创业的电力“护航牌”。

一是“管家式服务”。以乡村、街
道、居民小区等服务区域为单位，建立
多个微信服务群，方便客户咨询及报
修，并及时了解客户的用电诉求，以便
第一时间提供服务。二是“前置式服
务”。将辖区供电线路及设备分包到人，
及时消除树障、杆塔鸟巢、线上风筝、
电杆倾斜等隐患。三是“点餐式服务”。
在各站所开设服务热线电话，确保客户
遇到用电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得到优质
的供电服务。

入乡随俗，当好特色产业“电保姆”

今年 5 月，在博爱县寨豁乡小底村

举办的樱桃节上，樱桃种植户望着一树
又一树的樱桃，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樱
桃种植户吴亮说：“如今用电不用发愁，
俺正琢磨着再将园子扩大些，多种点樱
桃……”

该公司围绕“一村一品”，在供电服
务上入乡随俗，当好特色产业“电保
姆”。安排工作人员不定期上门走访，询
问用电需求，解决用电难题；在樱桃、
怀姜等农产品浇水期开通用电绿色通
道，并安排“红马甲”服务队走进田间地
头蹲点服务，一旦遇到突发性供用电故
障，可以及时解决。同时，该公司还推出

“所长牵手樱桃农”“志愿者结对种棚户”
等服务，从细节处书写特色产品发展背后
的暖心供电故事。

博爱县供电公司：电力沃土催生幸福花

焦作供电公司：清除树障确保线路安全运行

（本栏照片均为树障清理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