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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晓光 摄影报道

9 月 8 日晚上，郑州市奥体中
心灯火璀璨、欢声雷动，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式如期举行。至此，焦作供电公司
支援民运会保电初战告捷。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
夕举行，政治意义强、社会影响
大。为此，该公司遵循“统一指
挥、分级负责、相互协作、严格保
密”的工作原则，落实责任、明确

措施、精心组织、有序推进，全力
保障民运会期间可靠供电。

此前，该公司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保电领导小组和保电工作组，
按照特级供电保障标准，制订市、
县两级保电工作方案；挑选政治素
质高、业务水平强的员工提前进驻
郑州，熟悉地点、设备和各保电场
所的用电情况；全面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成立民运会保电临时党支部
和共产党员突击队，号召广大党员
在各项保电工作中站排头、做表
率。

焦作供电公司:民运会保电工作初战告捷

本报通讯员 李晓光

7月31日，焦作供电公司支
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的首批保电员工进驻河
南工业大学体育场馆。临行前，
该公司总经理李大鹏叮嘱小组长
王红军，此次保电工作意义重
大，要树立焦作形象，全力保障
民运会期间可靠供电。

从那天起，王红军吃住在郑
州，没有节假日，与妻子郭玉珍
经常通过微信传书。郭玉珍时刻
牵挂身处异地的丈夫，她通过微
信传书的方式将自己的思念和想

法告诉他，不指望他能立即回
复，只当是心灵的慰藉。

8 月 2 日，王红军在体育场
馆熟悉设备、排查隐患时，他发
现这里的配电设备非常分散，电
缆的进出线十分复杂，他便一一
作了记录，做到心中有数。晚
上，他看到了妻子的微信：“今
天是你去郑州的第三天，也不知
道你那边怎么样了，昨天姑娘从
北京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她说
不敢打扰你，怕你工作忙，有时
间就给姑娘回个电话，报个平
安，家里一切都好，勿念。”他
回了五个字：“没事，放心吧！”

“昨天，我有点感冒，可能

是季节转换没有适应过来，吃了
两片药好多了，昼夜温差大，你
在那边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十几天没见你了，但我知
道这时候正是你犯老毛病的时
候，平时在家，抬个重的东西从
来没让你动过手，你在工作的时
候可别逞能，也别硬挺，一定要
多注意休息。”

在郭玉珍发的消息中，“老
毛病”是指王红军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可妻子的叮嘱他并没有放
在心上，他在给妻子回微信时
说：“我们的保电工作一般不需
要干重体力活，但是要不停地观
察、测试、熟悉，这样才能做到

胸有成竹，我是党员，又是小组
长，如果我不亲力亲为，如何给
大家带好头？而且有些设备必须
靠人去抬、拉，才能放到指定位
置，我们的队伍中有些同志比我
的年龄还大，我必须做到身先士
卒，才能带领大家完成任务，保
证供电的可靠性。”

“今天你在电话里说，早上
起来的时候腰和腿疼得厉害，贴
了几片膏药也没有好转，我心急
如焚，恨不能立马去郑州照顾
你，但又怕打搅你工作。”

9月初，民运会开幕式进入
倒计时，保电工作也进入实战状
态，特别是在开幕式、闭幕式、

颁奖仪式及民族大联欢四个特级
保电时段，王红军等保电人员反
复穿梭于郑州东、西两区进行应
急演练，忙得焦头烂额，全力确保
所辖范围内电网处于可控状态。

“视频通话中听你说，最近
你们在接受上级检查时，领导对
你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认
可，我真的替你们感到高兴和自
豪，但我看到你因工作压力大，
变老了许多，又十分心疼。”

9 月 8 日，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隆重开
幕，看着保电场馆内灯火璀璨、
流光溢彩，王红军和同事们总算
是松了一口气。

一位保电员工与妻子的微信传书

本报讯 （通讯员王向阳）
近日，武陟县供电公司组织开
展高低压工单办理专项排查，
杜绝超时限办理现象。这是该
公司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
缩影。

在工作中，该公司全面落
实“放管服”改革新举措，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服务水
平提升。实施办电零门槛等 5
项便民举措，畅通营业厅、微
信等 7 种预约服务渠道，实现
16 项简单办电业务线上办理

“一次都不跑”，8 项较复杂业
务临柜办理“最多跑一次”。实
施零服务费、就近接入等 7 项
降本措施，缩减客户投资范
围，实现低压用电客户零成本

接入。坚决执行国家降低工商
业电价政策，累计为企业减少
用电成本2085万元。积极配合
发改委开展转供电加价清理工
作，累计为客户减少用电支出
376.25 万元。实施业务“流程
简”、环节“限时办”等 9 项提速
措施，高、低压客户办电环节缩
减一半，全业务、全流程、各环节
时限较国家电网公司时限标准
缩减 52.37%，较国家能源局时
限要求缩减近 73%，实现高压
项目可控业务环节时限不超过
20个工作日，低压无电网配套
工程项目“当日受理，次日送
电”，低压有电网配套工程项目
不超过 7 个工作日，常用办电
业务政务“一网通办”。

武陟县供电公司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常润豪、
王娜）“今天的任务是重点查看
线路通道内是否有超高树木，
特别是隐蔽处是否存在缺陷，
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9 月 4
日，沁阳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
对 10 千伏文化左线进行巡查。
这是该公司开展隐患缺陷集中
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

为消除线路隐患，提高供
电可靠率，该公司围绕“防风
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
庆”专项行动要求，对迎峰度
夏期间发现的各类隐患缺陷，
按照“拉网式、全覆盖、深排
查”的工作方针，集中进行排
查和整治。同时，该公司组织

运维人员对沁阳市 108 条配电
线路及3372个配电台区进行全
面排查，严格运维人员职责分
工，科学划分隐患排查区域，
对配电设施精心把脉、仔细体
检，针对发现的问题或潜在风
险，分专业、分轻重、分类
别，按照“一患一档”要求，
及时制订并落实整改方案，确
保线路安全稳定运行。

目前，该公司对重要客户
及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用电检查
465户次，下达用电检查通知书
108 份；清理居民小区私拉乱
接、充电设施及表箱周边易燃
物品45处，消除公用台区隐患
76处。

沁阳市供电公司

开展隐患缺陷集中整治行动

本报通讯员 李 冬 张 强
董晓婷

入秋以来，保电压力稍有缓解，但温
县供电公司保电人员不敢有丝毫松懈，依
然奔波在服务群众用电的第一线，他们用
真诚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各方的赞誉。

走进学校送关爱

9月5日早上，温县供电公司番田供电
所组织片区经理来到辖区的白沟作学校，
开展“喜迎教师节 入校送安全”活动，
为该校全体教师送上一份电力行业的专属

“礼包”。
连日来，该公司结合“三电三进”活动，

组织人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向广大师生宣
传安全用电知识，义务检查教室、宿舍的用
电线路及设备，针对发现的问题结合校方及
时进行维修、更换，同时在校园内外张贴安
全用电知识宣传海报及电力优质服务联系
卡，确保学校出现用电故障时，能第一时间
找到相关责任人，及时解决用电问题，为校
园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用电环境。

走进田间解难题

“立秋以后雨水少，村里新打了机井，
群众却浇不了地，怎么办？”9月2日，黄
庄镇西高召村五队队长与几位村民来到温
县供电公司黄庄供电所求助。

原来，黄庄镇西高召村五队一直用于
灌溉的机井由于水位下降等原因，今年年

初以来一直抽不出水。为解决群众浇地难
题，村里多方做工作，重新打了一眼机
井，目前庄稼干旱急等浇灌，但新打的机
井由于没有来得及架设线路，根本派不上
用场，村干部和群众都十分着急，赶忙到供
电所反映情况，寻求帮助。黄庄供电所负责
人郑彦红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领相关人员到
现场勘查，并安排3名农电工架设低压线路
200余米，解决了群众的浇地难题。

走进农户送光明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8 月
28日晚上8时许，该公司林召供电所员工
杨卫民对一名群众说。

当天，杨卫民正在供电所值班，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供电所吗？我家里不知什

么原因停电了，孩子哭个不停，你们能不
能过来看看？”这名群众在电话里焦急地
说。挂上电话后，杨卫民立即和同事赵胜
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杨卫民和赵胜在对客户
的线路和开关进行排查后，发现故障原因
是开关使用年限较长，螺丝松动，再加上
用电负荷增加，导致开关过热烧坏。随
后，他们对烧坏的开关进行更换。看到家
里重新恢复了光明，这名群众感激地说：

“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的服务真是没得说，
俺为你们点赞。”

温县供电公司：奔波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本报讯（通讯员陈欢欢） 9
月 3 日，孟州市供电公司组织
技术人员走进该市河雍街道东
田丈村，了解村民的用电需
求。这是该公司开展共建文
明、电助帮扶村致富的一个缩
影。

据悉，东田丈村位于孟州
市西部，是该公司精准扶贫联
系点。依托政府惠民政策和地
理优势，该村大力发展果蔬
业，目前已拥有“孟香”牌水

蜜桃、黄瓜、西红柿等多种果
蔬，产品供不应求。由于棚内
果蔬对温度、湿度有着严格的
要求，该公司不断优化服务方
式，简化报装流程，为村民开
通用电绿色通道，并定期组织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深入果蔬棚
区，对农排线路进行全方位巡
视、维护和检修，及时消除设
备隐患；详细了解村民的用电
需求，向村民讲解各类惠民政
策，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孟州市供电公司

优质服务助农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李建强） 9
月 6 日，修武县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云台山景区周边的供电
线路及设备进行特巡，确保

“云台山九九国际登山挑战赛”
用电万无一失。

9 月 9 日，“云台山九九国
际登山挑战赛”在云台山景区
举行。为此，该公司高度重
视，成立保电服务领导小组，
明确责任，分解任务，落实措
施，周密安排；提前组织运维
检修、营销、配网、供电所等
部门工作人员对向景区供电的
35千伏岸上变电站主变、高压

断路器和保护装置等设备进行
全面检修和维护，对高负荷线
路和设备进行红外跟踪检测，
保证设备健康运行；重点对景
区的10千伏线路和设备进行特
巡，发现隐患及时消除；向商
户和游客发放安全用电常识和
景区用电注意事项，增强大家
的安全用电意识。

此外，该公司还在活动现
场配备应急发电机，设立 3 支
保电服务小分队，配备 5 辆抢
修车，保证“云台山九九国际
登山挑战赛”安全可靠用电。

修武县供电公司

全力保障重要活动用电

本报讯（通讯员崔红玲）
近日，博爱县供电公司以供电
所为单位，成立 9 支“电保
姆”服务队深入辖区企业走
访，解决企业用电难题、把脉
企业用电隐患、宣讲科学用电
知识。同时，为确保企业用上
给力电，该公司以此次走访为
载体，一方面对企业配电室、
生产车间、库房等地的电气设
备运行情况进行问诊，及时消
除问题插座、螺丝松动等隐
患；针对部分线路老化、自备

电源容量不足等问题，提出合
理化整改建议。另一方面，对
企业用电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
进行摸底，并根据摸底情况开设

“理论+实操”综合模式的“微课
堂”，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帮扶。

此外，该公司“电保姆”
服务队还针对企业生产现状、
发展规划及用电需求，通过优
化用电方案，协助其科学减
负，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提高
设备运行管理水平，轻装步入
发展快车道。

博爱县供电公司

走访企业保供电

（本栏照片均为民
运会保电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