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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供电公司
微信公众号

本报通讯员 李晓光 王向阳 摄影报道

9月10日至12日，在武陟县南贾村，焦作供
电公司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7 月份以来，我市遭遇多轮次极端强
对流天气，造成的停运设备之多、设备
受损之重、停电规模之广，均创下焦作
电网历史之最，使焦作电网遭受了超
限打击，灾后重建及电网提升任务艰
巨。焦作供电公司计划分两个阶段开
展灾后重建和电网抗灾能力提升工作，
一是以消除隐患恢复到灾前状态为目
标，到 2021 年年底全面完成电网恢复重
建工作；二是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防灾抗灾能力提升工程，确保实现“发生同等
灾害电网不能出事”的工作目标。

在本次施工中，该公司主动与有关部门对接，对
沁河滩区过水电力设施进行排查测试，筹集资金对损
坏的10千伏线路和配电台区进行复建修复，为群众
生产自救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同时，根据今年沁河
滩区水位上涨对供电设施造成的损坏，进一步优化
10千伏线路路径、台区安装模式，将10千伏线路更
换为绝缘导线，10千伏改造路径尽量避开河道和易
被河水冲刷地段；台区安装模式由原来的吊装式和配
电房式改为侧装式，改造后主要设备距地不低于3.5
米，避免河水漫滩对主设备造成损坏。

同时，该公司将针对灾害中暴露出的电网短板弱
项和突出问题，从电网网架、变 （配） 电站布置形
式、设备选型、施工工艺、重要和敏感客户电源配
置、住宅小区配电设施抗灾能力等方面审视电网规划
建设标准执行情况，按差异化设计标准要求，对地区
各电压等级电网和客户供电设施进行诊断分析，形成
问题清单，明确提升电网防灾抗灾能力的电网补强工
程和投资重点，将提升地区电网防灾抗灾能力融入电
网发展常态工作，持续提升电网防灾抗灾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张恺） 近
日，武陟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
就焦作永石水泥有限公司用电
接入情况进行专项勘查，切实
为企业解决用电方面存在的实际
问题。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
来，该公司切实增强服务意识，
根据企业反映的用电问题和存在
的困难，按照“一企一策、一事
一议”原则，制订专属服务方案
和助企计划，安排专人进行对
接，明确责任部门，切实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详细了解企业
的生产经营状况，征求客户在业
扩报装、交费查询、供电服务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客户存
在的电能替代、用电增容等需
求，为企业制定服务套餐，满足
企业生产经营新增用电需求，并
提供节能降耗技术指导，帮助企
业降低生产经营用电成本。结合

“三电五进”活动，定期组织党
员服务队到企业走访，对企业用
电情况进行“把脉问诊”，确保
企业生产经营用电安全。

武陟县供电公司

服务企业用好电

本报讯 （通讯员陈欢欢、
席松奇）9月2日，一场强降雨
过后，孟州市供电公司运维检
修部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对
110 千伏廉孟线、35 千伏孟谷
线进行巡视。

为积极应对近期持续强降
雨和长时间雨水浸泡对电力设
施带来的安全隐患，孟州市供
电公司建立综合研判机制，深
入分析风险点，制订特巡计
划，明确重点巡查区域，并利
用天气晴好的空档，对辖区重
要输配电线路和沿河线路进行
全面巡视，确保责任到人，万
无一失；组织工作人员对孟州
市18座变电站和输配电线路进
行特巡，通过“望、闻、问、
切”等方式及红外测温等技术

手段，全面加强对设备的监
测，以便发现缺陷及时处理，
确保电网设备在汛期安全可靠
运行；针对持续强降雨极易引
起杆塔基础土壤流失、拉线松
动等隐患，坚持预想从前、预
想从严，全面分析电网薄弱环
节，对雨后陵区、滩区、沿河
区域等易引起滑坡、洪水冲刷
的杆塔设备进行加固和隐患处
理。

同时，孟州市供电公司各
部门密切关注天气状况，配齐
配强应急抢修队伍，及时整合
内外部应急资源，紧盯重要线
路、重点部位、商超地下配电
室等，全面开展消缺和预防预
控，全力保障电网设备可靠运
行。

孟州市供电公司

雨后巡线保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程刚） 9月
7 日，随着 110 千伏贵屯变电站
新建 35 千伏贵彩Ⅱ线顺利投
运，让焦作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
负责人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这也是博爱县供电公司积极优化
营商环境、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取
得的又一项新成果。

焦作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位
于博爱县工业园区，年产 18 万
吨压延太阳能电池封装玻璃，由
于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如果电力
不稳，将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为了保障企业安全可靠
用电，博爱县供电公司多次到企
业走访，详细了解客户需求，对
车间及职工生活区域用电设备进
行排查，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
议。对企业的用电负荷以及未来
用电需求进行详细分析，加快电
网配套设施建设，调整电网运行
方式，及时开工建设 35 千伏贵
彩线，确保企业在用电负荷高峰
期安全用电、正常生产。

同时，该公司想客户所想，
急客户所急，开辟绿色通道，进

一步压缩办电时间，执行“一证
受理、一次性告知”及客户免填
单制度，做到让客户最多跑一
次。全面推行“一柜通”模式，
建立大客户绿色服务通道，主动
上门向客户介绍“网上国网”
APP的功能，引导客户线上办电
和远程交费，减少客户临柜次
数。压减业扩报装环节，大中型
企业客户办电环节由7个压减为
3个。该公司通过一系列优质高
效的供电服务举措，真正做到暖
企、扶企、强企。

博爱县供电公司

贴心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徐志远）9
月 9 日，修武县供电公司组织
施工人员对七贤镇赤庄村 3 号
台区进行增容升级改造，将变
压器容量由原来 200 千伏安增
加为 400 千伏安，有效提升了
台区的负荷承载能力和客户用
电质量，全力保障客户日益增
长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赤庄村 3 号台区为村内综
合台区，担负着赤庄村 100 余
户村民的生活照明用电。近年

来，随着光伏发电产业的发
展，该村光伏发电新装项目不
断增加，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也不断提高，原台区负荷已达
到变压器总容量的 85%左右，
存在变压器重载现象，急需升
级改造，提升用电质量。

了解情况后，该公司及时
上报升级改造计划，完成了对
3 号台区的升级改造工作，确
保群众用上充足电、亮堂电。

修武县供电公司

台区升级改造 满足用电需求

本报讯 （通讯员刘思光）
9月9日，沁阳市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沁阳市第一小学、实验
一小、沁阳一中等学校的供电
线路和设备进行“义诊”，确保
广大师生在新学期用上放心
电。

为确保新学期学校用电安
全，该公司积极行动，及时组
织工作人员深入所辖各中小学
校，对供电线路和设备进行一
次全面“体检”。集中对教学
楼、办公楼、宿舍楼和食堂的
用电设施，校园的配电房、配
电线路进行检修和维护，对室
内漏电保护器、保险丝、插座
等设备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隐
患及时整改，同时更换不合格
的线路和保护装置；重点对校

园内部线路绝缘老化破损、电
气设备安装不规范、插座开关
接触不良等问题进行排查和整
改，及时维修教室里损坏的日
光灯、插座等用电设施，切实
保障广大师生新学期用电无
忧。此外，该公司还针对校园
用电特点，在学校公示栏、走
廊等醒目位置张贴《安全用电
指南》、安全用电宣传画等宣
传资料，引导广大师生增强安
全用电意识，共同维护校园安
全用电秩序。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排查
各类中小学校20余所，处理各
类安全隐患 10 余处，更换老旧
线路100余米、刀闸5只，修理开
关、插座20只，为新学期校园安
全用电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沁阳市供电公司

“义诊”进校园 护航开学季焦作供电公司：全力推进灾后电网重建工程

（本栏照片均为灾后电网重建施工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闫杜娟、
李云霞） 9月7日，温县供电公
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到温
县春露种植专业合作社走访，
及时为该合作社排除开关柜用
电设备故障，使玉米芯粉碎机
恢复正常工作。这是该公司开
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优化
用电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为全面提升客户“获得电
力”服务水平，持续改善用电
营商环境，该公司深入开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状况及用电需求，推
广小微企业用电报装“零上
门、零审批、零投资”和高压
客户用电报装“省时、省力、
省钱”服务，通过压减办电时
间、简化办电流程、降低办电

成本、提升供电可靠性等措
施，为企业办实事；通过开展
走访服务，为企业解决难题。

温县春露种植专业合作社
位 于 温 县 武 德 镇 马 冯 吝 村 ，
2020年创办之初，因所辖供电
台区用电容量小，不能满足低
压用户业扩报装需求。为切实
解决小微企业用电难题，该公
司北冷供电所组织人员深入现
场实地勘察，详细了解供电线
路实际情况，积极与相关部门
联系沟通，快速解决合作社用
电难题，使其顺利投入运营。

该公司在开展“万人助万
企”活动中，不断推行优化营
商环境新举措，结合企业实
际，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扎
实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温县供电公司

走访客户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