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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早上，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将一封感谢信送到焦作供电公司负责人的
手中，感谢该公司为示范区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作
出的贡献。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是特色产业基地的核心区
域，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四期项目是示范区
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是河南省重点工程，是焦作
市产业集群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计划配备10千
伏双回路双电源，用电总容量为9000千伏安。

一周前，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生产设备
正式进入调试阶段，而在此前的30个小时里，焦
作供电公司开辟绿色通道，倒排工期，实施最快送
电方案，为确保该项目顺利送电调试、早日投产奠
定了基础。

8月25日，焦作供电公司接到项目的用电申请
后，立即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现场勘察，确定供电方
案，尽力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在与蒙牛相关负
责人沟通后，该公司为客户开辟绿色用电通道，现
场办理用电申请，减少不必要的申请审批流程，倾
力帮助蒙牛项目尽快投入运营。8月31日，工程正
式开始，该公司施工人员克服天气炎热带来的不利
影响，加班加点，不辞辛劳，全力赶工期。

9 月 1 日 17 时，线路敷设全部到位，高压预
试、震荡波测试等送电前的准备工作均已做
好。在工程的最后环节，该公司参建
人员再次检查变电站设备、线
路、变压器等，确认电气设
备是否具备送电条件，蒙
牛项目负责人在厂区内
仔细检查用电设备，确
保万无一失。

截 至 23 时 31
分，蒙东一缆送电成
功；23 时 45 分，该
项目厂区内部送电正
常，厂用变压器送电
正常。至此，原计划7
天才能完成的送电工
程，在历经30小时后，圆
满完成任务，为蒙牛项目尽
快投产争取了时间，为焦作地
方经济发展抢占了先机。

本报通讯员 李晓光 文/图

把7天压缩为30个小时

焦作供电公司：积极服务重点项目用电

本报通讯员 李云霞 闫杜娟
乔明辉

“保电工作结束，任务圆满完成。”9
月7日，由温县县委、县政府主办的温县
2020 年“99 公益日”活动启动仪式结束
后，温县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
队长王光辉在保供电工作群里进行汇报。

在享誉世界的太极之乡温县，有一支
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服务队——退伍军
人电力服务队。如今，这支队伍与焦裕禄
共产党员服务队汇成一体，成长壮大为服
务县域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
的“先锋军”，他们为重要活动保电，义
务为城区用电客户上门维修、排除用电故
障，重点对孤寡老人、残疾人、贫困户、
军烈属等特殊群众提供定期走访服务等，
起早贪黑、顶风冒雪，把别人不做的，做
出了特色；把别人想不到的，做出了惊
喜；把别人做不好的，做成了精品；把别
人不在乎的，做出了感动；把别人不想做
的，做成了奇迹，赢得了政府的高度肯定
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他们认真的样子，最棒

“温县供电公司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提前介入，积极筹备，保障了会议用电万
无一失。”“政协温县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的胜利召开离不开供电企业的辛勤付
出和有效保障。”今年1月19日，温县人
大、温县政协向温县供电公司发来两封表
扬函，对服务队及相关保电人员提出表
扬，对该公司又一次高质量完成两会保电
任务给予充分肯定。而这背后，是服务队
队员夜以继日、默默无闻的付出。

今年年初以来，服务队已完成重大保
电任务50余次，全部实现零故障、零失
误。今年 5 月 9 日，作为国务院确定的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的河南

省西霞院水利枢纽灌溉工程暨 2020 年度
四水同治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在温县南平
皋村举行。为此，该公司高度重视，在保
电工作会上，王光辉主动请缨，带领队员
作为保电主力奔赴保供电一线，积极筹
备，认真研讨，制订方案，前期高标准完
成了相关保供电设备的安装、调试和投运
工作。可在动员会即将拉开序幕之际，服
务队得知，此次活动受到河南省广播电视
台关注，将进行全程直播，为确保直播过
程设备零闪动，需要增加保电设备。时间
紧、任务重，他们没有找任何借口，在公
司领导的积极协调和指挥下，在最短时间
内调配来400千瓦UPS移动电源车和250
千瓦应急发电车，然后加班加点，安装线
路、调试运行，为活动保电装上了“双保
险”。

他们逆行的背影，最美

2020 年春节，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
肺炎疫情，他们是逆行者，冲在服务群众
用电的第一线。抗疫保电，责任如山。他
们把主动、及时、有效的服务送到医院、
防疫卫生检查点和群众身边，做到了过程
服务使群众满意，贴心服务让群众感动。

2月2日23时，家住温泉镇希望西七
巷的一位白姓老人打来报修电话，称家中
突然停电，自己不知该怎么办。服务队队
员侯之源放下电话后迅速戴好防护口罩和
手套，背上工具包来到报修地点。借着手
电筒的光线打开大门的白老先生看到他
后，连说了两个没想到：“真没想疫情防
控期间你们的服务一如既往，更没想到你
这么快就到了。”

“保障群众可靠用电是我们的职责，
疫情面前也不脱岗。”看到老人惊喜的表
情，侯之源笑着说。

经过仔细排查，发现是空气开关因用
电负荷过大烧坏，此时已是 23 时 40 分，
做好一切安全措施后，侯之源借着手电筒

的光，仔细地拆除坏掉的开关，处理烧损
线头，更换新开关。

“你是共产党员吗？”一旁看着侯之源
处理故障的白老先生问。

“是的，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说话
间侯之源没有停下手里的活。

“特殊时期，你们的服务不打折，真
是好样的，疫情面前，你们也是最美逆行
者。”白老先生由衷点赞。

他们走访的笑容，最暖

7月29日，服务队到抗战英雄牛得福
家走访，送上牛奶等慰问品，并义务为老
人检查用电线路，宣传安全用电知识。老
人竖起大拇指称赞道：“有你们在，真
好。”

在老复转军人马天奎和一级伤残军人
王青海家中，经常上门走访的服务队队员
也听到了同样肯定的话语。

多年来，服务队队员已和结对帮扶的
老革命、老党员、老劳模、老先进、老复
转军人亲如一家，他们不但走访送服务，
慰问送关怀，也通过认真聆听革命战斗故
事，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本色，立足岗位，
奉献社会。

岁月无言，前行有声，这支暖心服务
队谱写了岗位添风采的新时代赞歌。薪火
相传，永不停息。在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下，温县供电公司全体干部员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积极践行“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企业宗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
在“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的新征途上，他们笃定前行，立志再立新
功、再创佳绩。

太极之乡的暖心电力服务队

本报讯（通讯员王向阳）9
月9日12时，“武陟慈善助乡村
振兴”99公益日项目圆满落下
帷幕。在这期间，武陟县供电
公司积极组织参加公益日爱心
捐款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
42604元。

“99 公益日”活动是以腾
讯公益配捐、网民爱心捐赠、
企业配捐、企业一起捐、子母
项目计划 5 个板块组成的全国
大型慈善公益捐赠活动。武陟
县依托河南省慈善总会继续上
线“武陟慈善助乡村振兴”99
公益日项目，所募集资金将用
于全县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户
五养八延伸、67岁以上老人生
活补贴、乡村环境卫生 （厕所

革命等）、农村慈善幸福院补
助、慈善助医助学助困、农村
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

组织参加此次爱心捐款活
动，是武陟县供电公司积极
履行电力国企社会责任，共
同 做 大 做 强 武 陟 慈 善 品 牌 ，
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的具体行动，也是该
公司扎实开展文明单位创建，
号召公司员工积极参与慈善爱
心活动，培育企业慈善爱心文
化，以实际行动帮助解决贫
困群众家庭生活困难的具体
实践。活动中，该公司各党
支 部 通 过 微 信 群 宣 传 发 动 ，
广大员工积极参与，奉献爱
心，传递文明。

武陟县供电公司

奉献爱心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王娜、都
亚旗） 9 月 8 日 21 时，随着

“沁阳市首届朱载堉文化艺术
节”系列活动的完美谢幕，沁
阳市供电公司圆满完成了此次
活动的保电任务。

9 月 4 日至 8 日，“沁阳市
首届朱载堉文化艺术节”系列
活动在滨河公园沿岸举行，共
设置朱载堉雅乐、怀梆戏、书
画、武术等12项文化文艺展演
活动，分别在12个场地同时举
行。为确保活动期间安全可靠
用电，沁阳市供电公司高度重
视，结合实际制订保供电方
案，组织工作人员提前对涉及

保电的 110 千伏天宁变电站、
10千伏郊南东线、10千伏长城
线开展专项巡查治理，全面查
找隐患，排查故障缺陷。

活动期间，该公司安排专
人到涉及保电的变电站开展设
备巡视和监护工作，配电运维
专业人员每晚对10千伏郊南东
线、10 千伏长城线进行夜巡、
测温，在每个展演场地安排专
人对安全用电情况进行巡检。
同时，该公司制订应急预案，
抢修分队备齐抢修工器具及材
料在保电现场值守，随时做好
现场应急抢修工作，确保重要
活动用电万无一失。

沁阳市供电公司

圆满完成重要活动保电任务

本报讯 （通讯员席松奇、
毛东令）“星期天也不休息，这
么热的天，供电公司的师傅还
在为我们安装变压器，真是太
感谢了。”8月30日，皓泽电子
股份公司增容现场，望着孟州
市供电公司技术人员忙碌的身
影，该公司工作人员由衷地赞
叹道。

皓泽电子股份公司是一家
生产智能手机摄像配件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位于孟州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创业园。国内疫
情稳定后，企业生产订单剧
增，原先的主变容量已满足不
了企业的用电需求。孟州市供
电公司了解情况后，高度重
视，迅速派技术人员赶赴工作
现场，主动与企业对接，制订
详尽的施工方案和危险点预控

措施，同时简化办事程序，缩
短业务流程，决定再为企业增
容一台630千伏安变压器。8月
30日，孟州市供电公司利用皓
泽电子股份公司仅有一天的停
工检修时间，组织 9 名技术人
员对企业进行增容改造，安装
供电设备，并义务为客户检查
和维护用电线路和设备，及时
为企业排除安全隐患，为企业
安全生产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
障。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还组
织营销人员对增容后的供电设
备进行验收投运。同时，结合
企业的生产特点、经营规模、
功率因数等用电参数，为其量
身打造合理化用电方案，开出
科学用电药方，帮助企业降损
增效。

孟州市供电公司

上门服务让企业用上放心电

本报通讯员 崔红玲

“不夸张地说，电，是一切社会活动
的基础，电不给力，别说发展，村民日常
生活都不得劲。狮口村脱贫，供电公司可
是大功臣。”9 月 10 日，面对笔者的采
访，博爱县狮口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文东感
慨地说。

近年来，博爱县供电公司将电力扶贫
工作列入重点项目，在贴心帮扶定点帮扶
村西张茹村的同时，结合辖区贫困村实
际，通过线路升级、台区增容等工程，帮
助贫困村走上致富路。其中，狮口村就是
受益者之一。

狮口村位于博爱县磨头镇西北部，是
省级贫困村。过去，全村仅有 2 台变压
器，一台 100 千伏安、一台 200 千伏安，
户均容量 1.4 千伏安，供电最大半径为
545米，供电半径大，加之线路老化，线
径过细，电杆出现风化、裂缝等问题，在
用电高峰期，村民经常遭遇低电压问题。

博爱县供电公司在了解该村的用电情
况后，于2018年向上级争取资金55.43万
元，启动电网升级工程，为该村架设 10
千伏线路0.68千米、0.4千伏线路1.45千
米，新建配变 3 个，配变容量 500 千伏
安，彻底解决了该村户均容量低、配变重
载、线路导线线径小、线路低电压等情
况。在此基础上，博爱县供电公司还积极
助力该村产业扶贫项目，在了解到该村

“狮美服饰”扶贫车间扩产用电需求后，
及时实施零点工程，将为扶贫车间供电的
狮口村#1台区，由200千伏安增容至400
千伏安，在不影响生产用电的情况下，贴
心解决了扶贫车间的用电难题，为该村村
民在家门口脱贫致富提供了强有力的电力
支撑。

“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像我这些上
有老下有小的人，只要勤快些，每月少说
也能赚三四千元，赚钱有门路，日子过得
就有奔头。”面对笔者的采访，该村村民
胡娜一边踩动缝纫机为衣服上袖子，一边
笑着说。

电力扶贫照亮致富路

本报通讯员 徐志远

9月8日，修武县供电公司
帮扶队员闫玮一大早就驱车前
往西村乡甲板创村对口帮扶户
周长玉家。一进门，周长玉的
老伴儿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青
皮核桃给她吃，并张罗着去给
她煮玉米。

这样和谐的关系好似亲人
一般。闫玮笑着说：“两位老人
种了一些苹果树、杏树和核桃
树，每到果实成熟时，老人要
么打电话说往家里送，要么就
摘下来放好，等我来的时候送
给我，对我像亲闺女一样。”

周长玉老两口今年都80多
岁了，是独居老人，平时儿女
都不在身边。对于闫玮的帮扶
工作，他们是一百个满意，问
其原因，周长玉老人说：“这孩
子待人特别真诚、热心，我们
家里不管什么事都十分上心，
在生活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
助。”除了蹲点扶贫日按时入户
外，闫玮还经常打电话询问两
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

周长玉身体不好，体弱多
病，老伴儿也有听力障碍。每

次来，闫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先看药箱里的哪些药没有了，
然后她就会第一时间帮助老人
把药买回来。此外，给老两口
添置衣物、办理银行业务、看
病等事情都是闫玮主动帮忙解
决。连附近邻居都羡慕地说：

“闫玮对待两位老人比亲闺女还
亲。”

周长玉患有较为严重的焦
虑症，晚上经常成宿成宿地睡
不着觉，闫玮得知后，就经常
与老人谈心，开导他。久而久
之，两个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
知心人。

今年 6 月的一天，周长玉
得了疝气，闫玮闻讯后迅速联
系了相关医院和医生，安排好一
切后，老人的子女因担心手术
风险大，不同意手术治疗。无
奈之下，闫玮只好给老人买了
些疝气袋，供他日常替换使用。

由于周长玉家里的大事小
事平时都是闫玮在帮忙张罗，
时间长了她就把这里当成了自
己的另一个家。为此，村民们
经常打趣周长玉，让他认闫玮
为干闺女。每回说到此事，周
长玉老两口就乐得合不拢嘴，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帮扶户的好“闺女”

图① 设备试验
图② 震荡波测试
图③ 巡视设备
图④ 现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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