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高云峰 师进冲）1月5日，赵县供电公司工

作人员在日常运维工作中通过“网上电网”平台发现位于赵县

地区的10kV863永通线线路有严重过载情况，第一时间联系

了位于该辖区的工作人员，并且根据“网上电网”诊断设备问题

的功能，加强电力平衡分析，细化电力需求情况。入冬以来，赵

县地区的用电量逐月上涨，不仅是对该公司电力设备及运维人

员的考验，也是公司职能部门对“网上电网”平台深度应用的好

机会。对此，该公司基于“网上电网”平台对各条线路、各个站

点进行严密把控的情况，保障在大负荷状态及严峻环境所带来

的极端状况下全社会的正常用电。

本报讯（通讯员李江萍 陈俊铎）近日，广平县供电公司纪委

在公司系统全体员工家属中开展“拒绝酒驾醉驾、加强八小时

之外作风建设”家庭助廉倡议活动，向员工家属宣讲酒驾醉驾

的危害和家庭成员做好监督的重要性，受到广大员工的高度评

价和大力支持，本次活动共签订“家庭助廉”倡议书1200余份，

实现公司、家庭24小时齐抓共管。通过“家庭助廉”活动，每位

员工从思想上增强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该公司高度重视

作风纪律建设，在八小时以内，该公司纪委坚持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纪问题。不间断开展“违禁物

品”专项整治，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组织开展观看警示教育

片、廉洁从业知识培训以及“传家风·树清风”等活动，狠抓员工

思想教育，增强了员工纪律规矩意识。

业行 动态

本报讯（通讯员康伟 宋国
维 樊磊）近日，在石家庄灵寿秋

山220千伏变电站内，随着光伏

并网线路成功接入，“灵寿国鑫、

英源”新能源集中光伏并网项目

顺利投产。

此次接入的“灵寿国鑫、英

源”光伏并网项目位于灵寿县东

北部谭庄乡、燕川乡，占地7000

亩，装机容量200兆瓦。项目时

间紧、任务重，电网承担风险压

力巨大，石家庄供电公司主动对

接，精心谋划，协调裕欧新盟、灵

寿润国等项目，科学合理分配电

网资源，综合考虑电网运行安全

和投资经济性，从项目选址、输

电线路走径选择等为企业提供

最优的接入方案，召开光伏接入

工程协调会，畅通工程建设绿色

通道，简化报装流程。同时，提

前谋划各项工作节点，建立周计

划日管控机制，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供电员工克服天寒低温等

困难，24小时昼夜不停施工，依

托加装保温棚、使用取暖设备烘

烤等方式，保障GIS设备气体活

性，确保进度可控在控，最终工

程提前原定计划一天顺利并网。

为应对项目接入改造过程

中存在的五级电网风险，该公司

编制专项方案，准确辨识现场危

险点，针对变电站全停、轮停等潜

在电网风险，成立保电临时指挥

部，设立9个护电驻守点，派驻

117人，在山区低温冰雪情况下，

对涉及供电线路实施不间断全

线巡视，对重要跨越位置安排驻

点盯守，依托智能管控平台实时

监拍重要输电通道情况，最终确

保了电网平稳有序过风险期。

“灵寿国鑫、英源”新能源项

目投运前，石家庄地区已有43

个集中式光伏项目并网，装机容

量134.81万千瓦。其中灵寿等

山区县，新能源项目数量多、容

量大、区域集中，光伏并网接入

需求较为突出。据了解，国鑫、

英源两座光伏电站投运后，累计

并网容量可达到200兆瓦，每年

可供应绿色电力2.5亿度，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25万吨。同时可

显著强化灵寿、行唐供电区域的

日间负荷支撑强度，满足区域负

荷增长需求，减少外电入石依

赖，灵寿县也将成为石家庄北部

光伏最大的产能基地，与南部赞

皇共同形成了石家庄光伏南北

互供的能源格局。

2021年，该公司积极服务

光伏并网项目，科学制定投产计

划，推进新能源场站“应并尽

并”，12月份共计8座光伏站按

期并网，占石家庄全网集中式光

伏电站容量的37.5%，助力“双

碳”战略尽早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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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马志涛 刘
洋）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

“党建+”工程，1月7日，永清县

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党支部与

韩村镇供电所党支部开展“聚合

力 促发展”支部互联共建活动。

活动中，双方党支部书记

分别介绍了各自党支部的基本

情况、党建工作特色、志愿服务

等有关内容，分享交流提质增效

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学习彼此工

作中的亮点，实现互学互促，共

同巩固提升。

座谈会结束后，双方支部

党员服务队走进企业开展志愿

服务，为企业讲解宣传春节前

安全用电知识。对企业配电室

等一些用电设备场所和用电设

施，队员们认真仔细地进行了

安全检查，针对存在的一些用

电安全隐患，当场指出并要求

企业进行整改，确保安全用电

无死角、无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王素杰）为进一步提高优质服务水平，全面加

强优质服务管理工作，高阳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把优质服务扎

扎实实落到实处。一是要求全体员工从思想上树立起“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服务理念，加强与客户的沟通维系，了解客户需求、

聆听客户心声，增强责任心和敏感性，诚心为客户服务；二是在

服务中注重换位思考，提倡人性化服务，从客户角度出发，做到

让客户少操心、少跑路，让服务更加深入人心；三是勤学习，强素

质，提高自身服务能力。该公司定期开展专业知识学习，提高员

工对专业业务技能的了解、熟悉与掌握，为提高优质服务水平奠

定良好基础。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霸州供电公司康仙庄供电所共产

党员服务队到辖区光荣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们送上慰问

品与诚挚的祝福，并义务排查用电安全隐患。 赵亚彬 摄

永清 开展志愿服务助力企业发展本报讯（通讯员张静）春节临

近，在外务工人员开始陆续返

乡。为让返乡人员回到家中有一

个明亮、温暖的环境，石家庄市鹿

泉区供电公司提早入手，主动与

村委会联系，及时掌握返乡人员

的用电信息，上门了解需求、开辟

绿色通道，让他们感受到回家的

温暖。党员服务队员深入到返乡

人员家中，帮助检查室内线路、漏

电保护器，详细讲解安全用电和

节约用电常识，手把手指导家庭

用电安全检查技巧和家用电器的

科学使用办法，确保用电安全。

同时积极推广“网上国网”、微信、

支付宝等线上缴费业务，使他们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的供电服

务。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服务

返乡人员26户，帮助消除用电安

全隐患9处，让返乡务工人员用

上暖心电、满意电。

赵县应用“网上电网”保冬季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鲍雪娜）面对新一轮较大范围降温天气，涿州

供电公司迅速行动，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责任，加强线路巡检

维护，通过红外测温，密切关注设备运行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做

好低温天气的防范工作。针对用电增多的状况，加强定期巡视，

同时提前做好抢修人员、车辆、备品备件的后勤保障工作，保证

突发故障情况下“拉得出，用得上，打得响”。在所辖区及营业厅

积极推广“网上国网”、微信、支付宝等多种线上缴费渠道，让客

户足不出户办理用电业务。坚持24小时值班管理，在45分钟

内赶到故障现场进行处理。

本报讯（通讯员纪冉）为保

障辖区企业冬季安全高效用电，

辛集市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进行

走访服务，及时了解企业用电情

况，全力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和

电力保障。在走访过程中，该公

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向企业负责

人重点介绍了当前的供用电形

势和用电负荷情况。同时，还对

企业用户线路、设备展开巡视检

查，查看客户生产运行情况，对

设备配置、安全用电方面提供帮

助与指导，并为企业在提质增

效、节能环保方面建言献策。通

过走访活动，该公司及时掌握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用电需求，与

客户进行“零距离”沟通，解答客

户提出的用电问题，妥善解决企

业用电方面的困难，建立了良好

的供用电关系，为客户在寒潮期

间可靠用电保驾护航。

广平开展家庭助廉倡议活动

涿州多举措应对降温天气

辛集走访服务重点企业客户

河北电力推进服务类资格预审机制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徐洪东

唐亮）近日，国网河北电力积极

推进服务类资格预审机制建设，

自2019年至2021年连续三年

开展服务类资格预审工作，取得

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助力专业

工作提质增效。

完善预审体系，规范过程

管控，制定下发《国网河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工程服务类预

审工作方案》，明确资格预审

评审流程，坚持每批招标开通

服务预审采购专用板块，拓宽

采购通道，确保预审应用公

正、规范。积极推广宣贯，扩

大预审范围，定期组织召开服

务类资格预审宣贯会，鼓励河

北电力各单位积极申报符合

资格预审条件的项目。该公

司服务类资格预审已由2019

年后勤施工1类项目5个标段，

扩大至人资施工、技改大修施

工、配网施工等11类项目73

个标段。利用信息化手段，提

升预审效率，研究开发资格预

审辅助工具，结构化“基础数

据”表及申报材料，规范申请文

件制作格式，减少专家评审工

作，提高评审效率。截至目前，

服务类资格预审结果共应用

20余次，涉及142个标段、910

个标包，批次评审时间平均减

少1天，专家费、会议费、交通

费等各类费用共计节省约

21.65万元，供应商制作标书费

用共计节省约62.25万元。

石家庄供电积极服务新能源项目

武安夜间巡检保障可靠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陈四海 李荣政）为确保高峰时段设备安全

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武安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主动出击及时

开展夜间特巡，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冬季用电需求。他们在夜间

用电高峰时期，以供电所为单元对所辖高低压线路及配变台区

进行全面巡视，重点对居民居住集中区域及用电负荷较大的设

备进行巡视，及时掌握运行信息，加强设备状态分析。利用红

外测温枪和超声波检测仪对重载线路、变压器等供电设备进行

体检“把脉”，及时发现发热、打火等白天不易观察的隐患与缺

陷。加大设备缺陷管理力度，认真制定消缺整改方案，按照“能

带不停”的原则，常态化开展带电应急消缺，及时排除设备安全

隐患，确保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鹿泉区暖心服务返乡务工人员

高阳全面提升优质服务水平

1月11日，武邑县供电公司

运检部带电作业班对审坡供电

所 10 千伏蒋屯 547 线路蒋屯村

东支路供电设备进行带电接

引。今年以来，该公司坚持“能

带不停”的工作理念，深入推进

带电作业，不断强化配网停电计

划管控，切实提高电网可靠性。

鲁林锋 摄

本报讯（通讯员刘学飞）为进一步发挥电力监控系统的保障

作用，赞皇县供电公司调控分中心围绕“安全分区、网络专用、

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的总体原则，不断细化电力监控系统安全

防护工作，成立赞皇电力监控安全组织机构，制定本地化的安

全防护制度和业务指导书，并指定专业人员负责，层层压实责

任，统筹开展工作。严格落实USB端口、调度数据网、自动化网

络接口“物理封堵”和“软件关闭”两道防线，并在自动化机房、

变电站主控室、运维检修班组等场所张贴“十禁止”要求，同时

对公司各部门兼职安全防护员开展培训，增加安全防护知识，

提升相关技术和技能，提高安全防护意识以及应急处置能力。

赞皇加强监控系统安全防护

本报讯（通讯员刘晨晨）1
月 10日，沧州供电公司提前

对所辖“三跨”区段开展专项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确保春节

期间交通运输线平稳运行，为

人民用电提供可靠保障。

该公司提前编制春运期间

高铁供电线路及“三跨”区段专

项运维保障方案，明确具体运维

保障标准和巡视要求，每条线

路、每处“三跨”区段明确责任人

员，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现场人

工特巡，加大重点隐患区段、关

键特殊时段运维频次和管控力

度。充分发挥集中监控优势，每

天早、中、晚开展不少于3次可

视化通道轮巡，重点排查山火、

通道树障、飘浮异物、施工外破

等风险隐患。充分利用无人机、

可视化、人工特巡等方式，对“三

跨”线路本体开展一次精细化巡

视和红外测温，及时发现消除杆

塔本体隐患。提前开展高铁供

电线路及“三跨”线路安全风险

研判分析，明确每条高铁供电线

路、每处“三跨”区段所在铁路供

电管段及相关联络人，进一步细

化完善联合应急预案，落实重点

区域抢修力量部署、物资装备调

配、技术支撑保障等工作。

接下来，沧州供电公司将

进一步深化与各交通运输运维

管理单位合作，开展应急演练工

作，加强应急联动能力，实现春

节期间供电保障工作“双联动、

双保险”。

沧州 精心做好“三跨”区段隐患排查

本报讯（通讯员刘凯 郭
威）国网河北营销中心积极落

实国家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的政

策要求，创新建设营销风险预

警平台和营销业务数字风险防

控体系，有效提升客户用电服

务感知，助力河北“获得电力”服

务水平有效提升。

据悉，该中心坚持数字化

赋能，深挖业务流、数据流信息，

牵头编制国网风险预警规则

库，推动河北地区在国网系统

内首家建成营销业务风险预警

平台，以嵌入式校验手段在业

务流程中植入136项预警主题，

实现对关键业务过程数据的实

时逻辑性校核，并采用实时弹

窗和短信提醒等方式，提醒工

作人员在流程归档前校验数据

的规范性，准确定位服务短板，

形成供电服务健康指数，通过

分级管控，提级预警，实现在业

务流程归档前拦截、预警风险

操作6133起，工作差错率同比

降低73.14%，客户服务满意度

得到了有效提升。

下一步，国网河北营销中

心将从用电客户的需求出发，

持续服务国家实体经济，靶向

小微企业政策落实、市场化电

力改革电价执行等关系用户利

益的业务环节，不断完善营销

业务风险预警防控平台和体系

建设，进一步提升供电服务品

质，保障百姓用上舒心电、放心

电、安全电。

国网河北营销中心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张建峰 袁亚
钊）加强同期线损管理是治理线

损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反映线损

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推

进公司提质增效工作的内在要

求。在开展同期线损管理工作

中，深泽县供电公司结合T-1自

测和现场设备运行情况，及时发

现问题进行治理，减少线损异常

情况和台区线损异常影响时间，

多方式逐步提升同期线损指标。

此外，该公司通过对供电所人员

的日常技术支持、协助处理疑难

问题等方式，提高一线员工对一

体化电量与线损管理系统的了解

和线损异常处理能力，极大促进

线损治理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李鸣，冀北秦皇岛供电公司

海港区供电中心高压现场服务

五班班长，曾获国网冀北电力有

限公司技术能手、优秀个人，秦

皇岛市青年岗位能手，秦皇岛供

电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多年来，他靠着刻苦钻研、精益

求精的劲头和敢于创新的拼劲，

成长为秦皇岛供电公司营销计

量专业领域的专家。

调入营销处计量中心后，李

鸣常常向老师傅们虚心请教业

务知识。在学习实践中，他的专

业能力进步很快,也逐渐在一些

重要任务中主动担当。

担任高压现场服务五班班

长后，李鸣承担的工作更多了。

2015年，秦皇岛供电公司实施

220千伏五里台变电站、220千

伏徐庄变电站和220千伏小营

变电站建设及综合自动化改造

工程，涉及大量变电站计量屏、

非智能电能表拆除与更换及智

能电能表安装等计量专业工

作。工作量大，操作时还可能会

造成电量丢失。工程实施期间，

李鸣连续驻守现场，每停一路负

荷就详细记录二次电流大小、停

电时间、电能表指示数等信息。

装置更换完成后，李鸣带领班组

成员根据负荷大小、停电时间计

算这一时段未计入的电量。改

造过程中，李鸣和同事共追补电

量约32.37万千瓦时，在电量无

损失的情况下完成了老旧电能

表和计量屏的更换。

“干活想干好，业务能力就

要强，要不心里没底。”李鸣

说。入职以来，他先后自学考

取了装表接电工高级技师、电

力负荷控制员技师、用电监察

员高级工等技能证书，全面提

升业务水平，获得了国网冀北

电力技术能手、优秀个人等荣

誉。2014年起，他还连续8年

担任国网冀北电力技能鉴定特

聘考评员、电能表和互感器现

场校验培训班导师。

查窃电是计量专业的重要

工作之一。近年来，窃电手段和

行为越来越隐蔽。李鸣在总结

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利用大

数据分析和现场稽查结合的方

式，持续加大反窃电力度。担任

班长以来，他带领班组成员累计

查处计量差错及窃电用户31

户，追缴电量335.9362万千瓦

时，追补电费及违约使用电费

197.9132万元。

李鸣带领班组成员肩负着

海港区2000多个高供低计及

分布式电源客户的服务及

95598相关业务处理工作。他

还承担了海港区供电中心青年

员工的营销计量工作培训任

务。培养青年员工的过程中，

李鸣还在班组推行“讲师制

度”，鼓励班组成员发挥个人专

长，在擅长的专业培训中当讲

师，互相交流经验，补齐短板。

把好营销计量工作“这杆秤”
——记秦皇岛海港区供电中心高压现场服务五班班长李鸣

□ 李榕榕 张媛

深泽深挖同期线损提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