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刘艳花）
随着冬季采暖季的临近，鸡泽

县供电公司关口前移，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组织广大党员和技术骨干

到所辖村、镇开展台区供电设

施巡视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

电网缺陷。同时开展“煤改

电”相关政策宣传活动，发放

“便民服务卡”，为村民义务检

修电采暖设备以及进户线、开

关、插座的安全性，让群众冬

季取暖用上安全电、放心电。

隆尧 护航冬季供暖用电
本报讯（通 讯 员朱雪光

沈琳琳）11月4日，隆尧县供电

公司开发区供电所组织人员

对城内换热站供用电设备进

行全面“体检”，更换配电变压

器低压电缆接头，及时消除设

备安全隐患，确保供暖企业在

供暖期间的安全、可靠、高质量

用电。

冬季供暖即将开始，供热

公司已恢复变压器的使用，逐

步调压试运行设备，隆尧供电

公司组织人员对供热公司的配

电变压器、换热站、电力设备运

行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对排

查出的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

知书，并同步配合供热公司做

好设备检修维护和试验工作。

编制停电应急预案，对供热公

司专职电工在业务技能上进行

培训、指导，提高整个企业的安

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针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

气，提前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准

备，强化应急值班，加强与企业

的应急联动，避免出现因配电

线路、设备故障而影响供暖的

情况。同时，还组织服务队，

持续开展定期上门服务，确保

供热公司及时用电、安全用

电，实现辖区内冬季供暖电力

充足。

本报讯（通讯员邢慧敏 曲
锡波）“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清

除10千伏 5442灯王线 01号

杆至16号杆线路及变台缠绕

着的藤蔓，大家在清除过程中

务必保证安措齐备……”。11

月5日，东光县供电公司于桥

供电所运维人员正在进行线路

清扫，为设备松绑，同时这也是

东光供电公司为配电线路打造

“安全通道”的一个缩影。

为清理因藤蔓植物攀爬电

线带来的不安全因素，东光县

供电公司结合检修计划进行拉

网式巡查，对发现威胁电力设

备安全运行的藤蔓当即清除，

并对扫障完成后的线路进行拍

照留存、记录归档。在清理过

程中，该公司员工严格执行各

类现场安全组织措施和技术措

施，加强作业安全组织管理和

作业现场人身安全风险管控，

消除安全风险和隐患，确保人

身、施工及电网安全。

同时，还针对此类情况对

村民开展有针对性、灵活多样

的农村安全用电知识宣传，提

高村民安全用电的高度意识，

做到自觉保护电力设施。截至

目前，该公司已完成56条10千

伏线路扫障工作，下一步，将继

续加大对线路排查、扫障力度。

东光 打造配电线路安全通道

业行 动态

本报讯（通讯员曹磊）为确保冬季辖区各大企业客户用电无

忧，11月4日，河间市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

大企业，开展迎峰度冬企业大走访活动，全力当好大客户迎峰度

冬“电管家”。走访中，该公司党员服务队主要针对企业客户的

生产用电设备进行了详细检查，重点排查客户设备接线方式、线

路运行情况、应急保安电源配置等情况，发现隐患和带病运行设

备及时消缺。同时，队员们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

企业客户用电需求，准确掌握客户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建立健

全了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隐患档案，并现场解答客户提出的用

电疑难问题，为客户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用户制定迎峰度冬应

急预案，提前做好应对恶劣气候引发停电事故的各项准备工

作。截至目前，共走访企业用户45家，协助整改缺陷15处。

本报讯（通讯员李金夺）供暖期临近，南皮县供电公司全面

发力，进一步确保县域居民冬季供暖用电需求。开展供暖情况

摸底“回头看”。成立9支服务小分队对煤改电用户、公用变压

器下的电采暖用户、县供暖打压站等部位的电力配套设备进行

详细排查，利用带电监测手段，着重查找线号细、连接不良等问

题，及时进行整改或督促整改。开展线路特殊巡视消缺。根据

摸底情况，对区域内负荷全面掌握，配合对主干线路和变电站开

展巡视及红外测温，全面掌握网络架构负荷变动情况，合理安排

计划进行消缺或者增容，保证电网稳定的电力供应能力。开展

供暖期停电事故预想。对负担较集中的供暖户用电的变电站提

前制定临时增容措施，做好城中供热打压站应急电源车出车准

备，遇到过负荷、事故停电时，能够及时优先保证居民供暖。

本报讯（通讯员任静）近
年来，卢龙县供电公司不仅完

善农网网架，提高供电可靠

率，还以专业、优质、高效的供

电服务大力支持养殖户发展

规模养殖，助推养殖户走上致

富路。同时，该公司还定期安

排台区经理亲自上门走访养

殖场，及时解决用电问题，确

保养殖场安全可靠用电。

本报讯（通讯员李莉）近日，武邑县供电公司将防范人身事

故、误操作事故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强化施工现场管控，坚决防

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进入10月以来，配电设备秋季检修、

农网改造等施工现场全面铺开，该公司领导带领安监部反违章

稽查小组，采取不打招呼、随机检查的方式深入各生产施工现

场，开展反违章工作。重点开展查违章、查事故抢修、查标准化

作业的执行情况，查安全管理存在的“漏洞”，确保安全管理可

控、能控、在控。在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责令立即整改，并

列入业绩考核。每到一处，稽查小组都会与施工人员进行深入

交流，对施工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引导员工培养良

好的作业行为习惯，从源头杜绝习惯性违章行为，切实提高安全

意识和技术水平，为繁忙的秋季检修筑牢安全屏障。

本报讯（通讯员孙振斌）11月5日晚，丰宁供电公司石人沟供

电所组织员工开展夜查台区工作。此次夜查，主要对负荷较高的

用户夜间用电高峰期用电情况进行核实，掌握现场资料，加强线

损管理。该所采取不定期夜查的方式，重点查看是否存在部分用

户在用电过程中私拉乱接、窃电等违规违法行为。同时，对辖区

居民开展反窃电宣传，介绍遇到窃电行为的处理方法，鼓励群众

举报窃电等违法用电行为，形成良好的用电风气。

本报讯（记者蔡建刚 通讯

员庞龙光）“供电公司效率真

高，‘煤改电’工程早早就干完

了，全村518户村民都用上了

电采暖，村里再也闻不到煤烟

味、看不到黑煤球了。”看着家

家户户新装的空气源热泵，保

定望都县固店村支部书记王小

飞笑容满面。

今年以来，国网保定供电

公司积极响应保定市委、市政

府2019年“煤改电”工作要求，

积极稳妥地完成省定农村清洁

取暖年度任务，全力配合做好

“煤改电”工程配套电网建设和

供电服务。自4月份确村确户

工作开始，该公司先后承接清

苑、望都、博野、安国、顺平、阜

平 6 个县域 65 个村 15461 户

“煤改电”居民的配套电网建设

任务，新增电供暖面积155万

平方米。截至 9 月底，“煤改

电”配套电网建设工程全面竣

工，预计采暖季可减少散煤燃

烧4.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等污

染物12万吨，为打赢蓝天保卫

战、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

暖提供了重要保障。

据了解，保定地区“煤改

电”配套电网建设工程自2015

年开始，至今已连续实施5年，

惠及10.2万户居民，进一步优

化了城乡供热能源结构。今

年，该公司投资1.13亿元，新建

改 造 10 千 伏 及 以 下 线 路

354.29千米、配变214台，新增

容量79兆伏安，全力推进“煤

改电”配套电网建设。同时该

公司还积极应用工厂化装备成

果，全面推广标准化建设工艺，

打造示范引领工程，确保所有

“煤改电”工程全部达到优质工

程要求。

根据预测，保定电网今冬

电采暖负荷将达235万千瓦，

全网最大负荷将达到700万千

瓦，较去年冬季增长3.9%。随

着供暖季的来临，该公司将把

保供暖作为冬季供电服务的重

点，开展差异化运维，加强供暖

负荷24小时在线监测，提前摸

排设备隐患并制定供电保障应

急预案；深化台区经理作用，组

织多种形式的延伸服务，打造

“煤改电”设备半小时抢修服务

圈，确保村村有人负责、户户有

人保障；开展“党建+保供暖”专

项行动，建立共产党员服务站，

设置“电力管家”，确保居民安

全用电、温暖度冬。

任县 电力扶贫助力产业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杨凯）“从

前他给蘑菇棚浇水用电都靠

自己跑线，比较危险也不牢

靠，如今蘑菇棚浇水使用自

动浇水设备只要一键启动就

行了，食用菌加工用电安全

又方便。”谈到电力给当地带

来的好处，任县南甘寨村食

用菌种植户刘增益深有感触

地说。

南甘寨村地处任县西南

部，这个历经千年的老村一直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收入，是有

名的贫困村。2017年任县供

电公司帮扶工作组入驻该村后

结合南甘寨村实际情况，投入

120余万元对该村实施农网升

级改造及“煤改电”工程，新增

配变4台共计容量1.6兆伏安，

架设10千伏线路1.16千米，升

级改造低压线路3.81千米。改

造后的南甘寨，乡村环境更整

洁，用电可靠性大大提高。

电网改造升级后，食用菌

加工企业引进了自动化热泵

以及烘干设备，实现了烘烤温

度和时间自动化控制，既安全

可靠又降低了人工成本。可

靠的电力供应为南甘寨村产

业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如

今，该村现有食用菌种植户

18户，年产值达到10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李丽芬 陈
士钊）今年以来，宁晋县供电公

司持续深入开展查处窃电、违

约用电行为，特别是加大对城

乡结合部、餐饮娱乐场所、临时

用电以及曾因窃电被查处过的

客户的排查力度，依法严厉打

击窃电行为。截至10月23日

共追补电费及违约电费161.98

万元，营造了良好的用电环境。

卢龙倾情服务养殖户

武邑筑牢秋检安全防线

资讯■

本报讯（通讯员李辉）为确保供区广大企业客户在即将来临

的冬季用上安全电、放心电，武安市供电公司紧密结合当前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延伸服务内涵，积极开

展上门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用电难题，零距离服务企业用电。该

公司以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依托，组织人员定期深入企业，了解生

产经营状况和用电情况，征求企业在供电服务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优化服务方式，指导企业科学合理用电，减少电费支出。为

企业提供安全用电、节约用电方面的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

普及安全用电知识，提升企业电气人员的安全用电意识。建立

特服企业用电档案，为其量身定制合理的用电方案，助力企业节

能增效。同时，动态跟踪企业用电需求，实施结对上门服务，确

保企业冬季用上温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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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国网张北县供电公司北翼共产党员服务队在揽胜楼110千伏变电站进行巡视测温，提前备战“双十一”保电工作。当前，

该公司已完成保电方案编制，正在对涉及阿里张北数据中心供电的所有输、变电设备全面开展巡视消缺，主动对接客户需求，确保全球

购物狂欢夜期间阿里张北数据中心电力可靠供应。 孙孝庆 谢杰 摄

本报讯（通讯员孔静媛）
为规范作业人员行为，昌黎县

供电公司通过责任监督、风险

辨识、教育引导、营造氛围、师

徒帮带等措施，凸显安全管控

“真章”。各级安全管理人员

全程参与各环节管理，开展现

场作业安全风险评估，组织开

展安全知识培训，积极创建安

全规范的作业现场。开展“一

带一”老带新岗位技术培训，

提高青年员工安全操作技能。

昌黎安全管控见“真章”

本报讯（通讯员邢健健
刘月稳）自10月中旬以来，景

县供电公司通过“晨调会”制

度做到每项工作有安排、有检

查、有追踪、有落实，有效提升

营销专业管理水平。该公司

“晨调会”对营销专业目前存

在的突出问题、关键指标等进

行分析、点评，并提出具体要

求，稽查二期主题要从源头上

管控，并配合做好技术支撑；

加强业扩管控，压缩业扩时

限，做好合同梳理和签定；积

极开展综合能源农业产业化、

电管家等新型项目推广；实现

同单位同交费缴费关联减少

收费工作量；用大数据分析并

精准定位反窃查违客户；计量

HPLC宽带模块推广实行供

电所日报制。该公司通过“晨

调会”制度，主动发现问题，限

时找出问题症结及时解决。

反窃查违追补3.26万元，采集

闭环工单下降60%，提前完成

煤改电贴标签工作，电管家业

务推广7户得到市公司好评。

景县提升营销管理水平

宁晋深入推进反窃电

清洁取暖再发力 百姓干净过暖冬

本报讯（通讯员孟欣）随着

“双十一”的临近，泊头市富镇

的几个“淘宝村”人来车往，比

平时更加忙碌。“我们做电商

的，离不开的就是网络和电，从

我开店以来，村里基本没有停

过电，平时有点小问题，他们都

是随叫随到。”如今的淘宝村，

村民用电有保障，在客户的身

后，是国网泊头市供电公司党

员服务队的队员们，默默的努

力和奉献。

为助力淘宝村商家备战“双

十一”购物狂欢节，泊头市供电

公司党员服务队也提前做好各

项准备，与电商们一起共同迎战

“双十一”的挑战。一直以来，汽

车装具行业是富镇的特色产

业，发展到如今，以富镇村、孟屯

村为代表的淘宝村已形成专业

化、区域化生产，为拉动当地经

济做出巨大贡献。电商网上交

易，电力保障是关键。为确保

“双十一”期间各村村民的用电

稳定，泊头市供电公司党员服

务队除了进行每月定期一次线

路设备巡检外，近日更是深入

各村上门走访，指导安全用电，

并留下电力服务联系卡，方便

与客户联系。对线路、设备进

行安全“体检”，保证设备“零隐

患”运行，同时积极推广微信公

众服务号，第一时间向电商发

布供用电、停电信息，避免电商

因用电问题而造成损失，确保

淘宝电商关键时刻“不缺电”。

泊头 确保“双十一”网购狂欢不断电

河间当好迎峰度冬“电管家”

丰宁加强线损管理

鸡泽巡视检查供电设施

故城加强电费回收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张一鸣 栾新朝）近日，故城县供电公司将电

费回收工作列入当前重点工作，多渠道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电费

“粒粒归仓”。该公司建立电费回收风险管理档案库，对风险用

户逐户分析、逐户制定“一户一策”，对其实行动态管理，杜绝新欠

电费发生。开通高、低压费控装置，降低人工催费难度。积极推

广多种缴费方式，鼓励用户预缴电费，缓解电费回收压力。严格

按照《电费回收考核办法》，将电费回收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

每月兑现考核,调动电费回收工作人员积极性。每月收费高峰期

间，实行对供电所电费回收日通报制度，每日将各所电费回收进度

及时发送到微信群，形成电费回收比、赶、超的氛围，及时解决电

费回收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月末电费及时回收。

南皮全力保障居民安全用电

为确保居民小区用电设备正常运行，霸州供电公司以优

质服务为导向，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行动。11月7日，该公

司开发区供电所员工来到霸州市189小区对配电室、变压器及

线路设备进行用电隐患排查。 赵亚彬 摄

保定“煤改电”用户突破10万

武安倾心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