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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安完成重过载储备工程29项
本报讯（通讯员王婧）为提升配电网规划质量，推进县级供

电企业配电运行新模式，9月14日，怀安供电公司利用“网上电

网”设备库和配电网规划模块，高效完成配电网规划前期数据管

理工作。在以往的配电网规划编制工作中，需要通过各生产部

门的配合收集大量基础数据，如今利用“网上电网”可实现对县

域内变电站、线路信息等多套数据以“一张图”的形式直观展示，

变电站容量、投运时间、线路长度、型号等基础数据也一目了然；

根据系统图形，可以清晰地看出重过载设备分布，从而准确定位

并将其列入项目库，便于开展重过载台区增容改造工作。“网上

电网”的利用真正实现了配电网规划建设精准定位，精准投资，

大大提高了配电网规划的工作效率。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

重过载储备工程29项。

本报讯（通讯员米家奇）9
月15日、16日，国网河北超高

压公司组织2022年度无人机

技能竞赛。

本次竞赛旨在进一步推

进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技术

应用，提升无人机实操技能水

平，交流展示无人机巡检经验

和成果，培养和打造一支高水

平、高素质的无人机实操队

伍，为电力设备安全运行奠定

基础。本次竞赛参赛选手为

该公司取得无人机驾驶员合

格证的15名骨干青年，竞赛方

式为理论笔试和技能操作两

项。该公司邀请电力系统内

无人机领域专家担任比赛裁

判，科学制定比赛内容，确保

比赛公平、公开、公正，经过两

天角逐，确定最终名次。

当前，该公司在无人机应

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自主巡

检覆盖率达100%，无人机在

巡视、检修、验收等多领域广泛

应用，利用无人机辅助停电检

修、带电作业也取得突破性进

展，有力促进“两个替代”快速

完成。同时，该公司在无人机

操作人员培养方面也取得了可

喜成绩，无人机驾驶员取证人

数达到65人，取证人员均可以

熟练开展巡视、验收等各项工

作。本次竞赛的开展进一步提

升了无人机专业人才队伍综合

素质，提高了操作人员技能水

平，有力推动核心业务开展。

国网河北超高压 开展无人机技能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高俊月）“非常感谢你，帮我解除了困扰，这

样缴电费就省事了。”永清县永清镇北关东台区张女士对供电公

司营业厅人员表示感谢。9月19日下午，一位客户急匆匆地来

到永清镇供电所营业厅，对营业人员说自己手机收到信息显示

余额已不足请及时缴费，但发现供电所在该村集中下载安装的

“网上国网”图标不见了。营业员在了解客户的需求后让客户在

休息区休息，根据客户提供的台区和姓名迅速在电脑中查找用

户编号，经张女士确认信息后，在客户手机上下载并安装了“网

上国网”App，演示操作方法并为客户缴费，让客户真实体验到

“指尖上”的电力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魏兵)秋收

在即，邱县供电公司制定了详细

的秋收保电方案，组织 11支党

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提前完

成涉农线路、台区的巡视消缺工

作。对农业台区跌落保险、引线

进行集中检查，目前已更换跌落

保险68组，绝缘引线45处，提

升了供电可靠性。此外进一步

充实值班抢修力量，开展安全用

电宣传活动，广泛发放亲情服务

卡，让农户秋收用电无忧。

9月19 日，大城县供电

公司人员深入廊坊大城“葫

芦村”——九间房村帮助村

民收获“致富葫芦”。目前，

该村及附近村葫芦种植面

积达到了 3600 余亩，“小葫

芦”摇身一变成了村民们的

“致富法宝”。自春季以来，

该公司工作人员多次深入

田间地头，提供电网线路、

电力设备排查和走访服务，

及时消除各类安全用电隐

患。同时，为葫芦种植户开

辟了业务办理“绿色通道”，

简化流程手续，快速处理客

户报装和用电需求。

刘荣昆 摄

邱县巡视消缺保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王兵）今年以来，涿州供电公司成立乡村振

兴专项工作小组，主动服务、引领，推动客户提升用能效率，全力

配合建设乡村电气化示范项目“中国农业大学作物分子育种创

新中心项目”，充分发挥涿州市在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中

的引领作用。乡村电气化工程是涿州供电公司全力做好新时期

电力服务“三农”工作的重要举措，该公司积极与项目负责人交

流，询问用电需求、现场检查用电设备安全情况。同时，依托项

目场地优势，加快推进农村智慧用能建设，为客户接入省级智慧

能源服务平台，精准提供电能替代、需求响应等多元化、个性化、

定制化解决方案，深挖潜在用能及服务需求，积极推广设备代

维、用能监测、能效诊断、节能改造等市场化服务，有效提升客户

“供电+能效”服务体验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助力提速。

永清为用户交费解困扰

本报讯（通讯员张艳 李
毅）9月18日，元氏县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全面开展秋收

季节线路特巡，深入田间地头

对高、低压线路进行红外测温，

及时、准确地排查消除电网安

全隐患，确保秋收期间电网稳

定运行、农户用电无忧。

石家庄市今年种植秋粮

573.3万亩。为做好秋粮生产

供电保障，石家庄供电公司应

用大数据监测分析、无线测温、

无人机巡检等手段，对1474条

农排线路、2.9万台农排配电变

压器和14.26万眼机井供电设

施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整

改“一事一档”，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保障秋季农业排灌安全

可靠用电。为满足农户的灌溉

需求，该公司还在田间地头安

装农业排灌共享式电源，推广

农业排灌“扫码用电”，农户灌

溉用电可以随用随取、按量计

费，方便农户秋收用电。

石家庄 加强排查保障安全用电

涿州推动客户提升用能效率

晋州多举措保秋收用电
本报讯（通讯员彭磊）为确

保秋收期间可靠用电，晋州市供

电公司制定详细的秋收保电方

案，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提前对

电网设备进行全面体检，对发现

的隐患进行及时消缺。党员服

务队走进田间地头，对涉及的农

业生产灌溉线路、变压器、配电

箱进行全方位检查。发放安全

用电宣传手册、走访入户检查用

户线路及漏电保护器，对私拉乱

接等不安全用电行为进行拉网

式排查，确保秋收季农民用上安

全放心电。

本报讯（通讯员陈亚静）夏
末初秋，正是万全糯玉米成熟

收获的季节，9月20日，国网

张家口市万全区供电公司共

产党员服务队到鲜食玉米加

工企业、奔赴田间地头开展专

项隐患排查工作。

万全区作为河北省重点建

设玉米产业的四大产区之一，

具有24年发展玉米产业悠久

历史。为更好地服务“黄金产

业”发展，万全供电公司多次以

座谈会、走访企业的形式倾听

当地鲜食玉米企业需求，根据

企业用电特点，在负荷预测、设

备检修、优质服务、安全用电等

方面周密部署建立“一户一策”

处理跟踪、沟通联系、信息反馈

机制，确保企业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着落。

“玉米加工需要去皮、生

拣、去头、清洗、蒸煮、冷冻等

多道工序，尤其去皮机、仓储

冷冻对电力依赖很大，有了你

们充足的电力支持，我们的发

展动力十足。”在加工车间内，

张家口市穗康鲜食玉米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赵经理说。为

保证秋收期间企业安全可靠

用电，该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

对企业内相关配电设备进行

全方位“体检”，从源头上保证

供电设施“零缺陷”，确保玉米

加工设备全电运行。

同时，该公司共产党员服

务队将电力服务乡村振兴的

实际行动带到田间地头，从春

季种植时的机井配变隐患排

查，到秋收“黄金时节”的线路

巡视、安全用电宣传，持续开

展优质服务和用电隐患排查

工作，并积极处理客户各类用

电难题，不断为乡村振兴“充

电赋能”。

万全 全方位服务助推“黄金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周凌雁）8月
31日，在国网邯郸市新区供电公

司智能监控指挥中心，监控人员

正在通过用户侧资源聚合服务

系统实时监控辖区内各行业负

荷曲线情况，督导提醒相关部门

进行处理，这是该公司开展数字

化保电的一项创新成果。

该公司充分运用智能监控

指挥中心独立的运转机构，把82

项监控业务进行整合，实现多业

务融合贯通，建设集运行调度、

数据共享、技术创新、成果展示

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智能监控

指挥平台，为制订各项电力保供

措施提供大数据支撑，积极为地

方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

供电服务。

聚焦保供保电，提升
电网可靠保障标准

在迎峰度夏保供关键期，该

公司智能监控指挥中心发挥营

销系统支撑作用，全力开展系统

维护、负荷趋势及电力缺口分析

研判，每10分钟推送一次实时

数据。该中心引用有序用电监

测功能，方便现场人员实时查看

负荷控制情况，一旦发现实时负

荷陡升的情况，便第一时间通知

重要客户负荷波动情况，为企业

经营生产提供参考。

遇到突发汛情后，该公司

智能监控指挥中心及时汇总分

析涉及的线路信息、重要企业

客户和居民客户的用电情况

等，利用北斗应用系统监控汛

期降水情况，利用电力营销业

务应用系统调取客户档案数

据，利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调

取客户各时段用电情况。该中

心通过汇总区域各类相关电力

数据，为电网抢修工作提供数

据支撑。

自智能监控指挥中心试点

正式投运以来，平台应用已涉

及运检、营销、调控、安监等多

专业的日常工作中，该公司以

高水平完成保供保电任务作为

验证一流企业建设成效的可靠

标准，持续运用数字化手段提

升电网安全水平。

聚焦营商环境，护航
重点项目跑出“加速度”

重点项目开工建设，充足

的电力供应是首要保证。邯郸

市新区供电公司拿出有“速

度”、有“力度”的服务保障，助

力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

度”。

晋潞光电有限公司是省级

重点项目，新区供电公司加强

与该重点项目落地政府沟通衔

接，争取将电网建设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依托智能监控指挥

中心将该重点项目的业扩数据

采录、维护、审核、发布全流程

线上监督，采取主动响应、专人

对接的方式，精准对接客户用

电需求，全流程服务客户，做到

项目进度、用电需求“两清楚”，

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提升

省级重点企业用电“获得感”，

举全公司之力稳经济保发展。

一直以来，该公司坚持以服

务项目“用上电、用好电”为中

心，打造电力营商环境“金字招

牌”。大力推广“省时、省力、省

钱”服务举措，精简办电环节，压

降办电时间，实现重点项目“开

门即接电”。建立完善项目服务

档案，针对不同项目需求，发挥

公司技术、资源优势，配备专属

客户经理、固化服务周期、实施

个性化定制，为项目用电提供用

能咨询、节能服务、应急保障、安

全用电等“一条龙”的“供电+能

效”服务，以安全可靠电力保障

和优质高效供电服务助力地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聚焦美好生活，打造
为民服务“新名片”

邯郸新区尚璧镇东孙庄

村村民张文亮在该公司尚璧

营业厅员工的指导下，打开

“网上国网”App，顺利完成新

装办电业务申请。“动动手指

就能办理业务，现在办电真是

又方便，用电服务又高效啊！”

张文亮说。

智能监控指挥中心正式

上线后，个人客户仅需通过一

个平台、一张身份证或者刷

脸、一键确认，就可以直接提

交用电报装申请，通过电力营

销业务应用系统传递至中心，

供电服务人员便可根据用电

报装申请开始提前规划、上门

勘查、接电送电等流程，极大

地提高了客户办电效率，实现

让客户智能、高效、省心办电。

今年以来，该公司保持零

投诉，报修工单数量同比下降

44.2%。平均抢修时长同比缩

短26%，异常台区数量同比降

低 62%，10 千伏线路达标率

提升39.84%。

数字赋能提升电网安全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陈四海 李
荣政）金秋农忙季节逐步拉开

序幕，广大农村秋收、秋耕、秋

种期间田间收割、耕作、野外作

业等情况增多，发生电网外破

事件的风险增大。武安市供电

公司积极加强护电工作，提前

采取有力措施，重拳出击及时

做好外破防范应对工作。细化

实施护电方案，组织21支小分

队对所辖变电站、输配电线路

设备进行全方位“拉网式”巡视

检查，从根本上杜绝误碰、误撞

电杆、导线行为。与公安部门

协调联动，加大对涉电案件预

防和打击力度。加大宣传力

度，组织人员走上街头、走进社

区、走进村镇和学校进行电力

设施保护知识宣传，并利用微

信群、朋友圈、网络等新媒体进

行全方位宣传，营造浓厚的宣

传氛围，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打下坚实基础。

武安秋季护电保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曹亚伟）近
日，石家庄市藁城区供电公司

强化秋检计划管理，加强人员

安全和技术培训，强化人员安

全思想意识，规范作业行为，用

“严、细、实”的工作保证电网安

全、稳定。同时，该公司落实各

级人员安全责任，对秋检的每

一条线路、每一台设备都严格

按照验收流程检查到位，确保

设备“零缺陷”投入。对可能危

及人身安全的习惯性违章、高

空坠落、触电和误操作等问题，

提前考虑，超前防范，确保秋季

检修工作圆满完成。

藁城区严把秋检安全关

本报讯（通讯员张媛 李
磊）眼下，秦皇岛市葡萄进入

丰收季，卢龙县高各庄村是秦

皇岛市卢龙县最大的葡萄产

业村，种植葡萄已有36年的

历史，种植面积达4500亩，年

产值高达6000万元。今年该

村巨峰葡萄又一次喜获丰收，

为了避开葡萄的集中上市，家

家户户建起了冷库，据统计全

村共计312座葡萄冷库，总保

鲜能力达到1500万公斤。

为确保葡萄丰收和鲜储

期间用电安全可靠，秦皇岛供

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靠前服务

客户，了解葡萄种植区域的用

电情况，通过发放便民服务卡

和组建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完

善24小时抢修联系机制，推

出“一对一”服务举措，实行

“全天候”服务机制，了解并解

决葡萄种植户用电方面的“急

难愁盼”问题。同时，组织保

供服务队定期检查冷库的电

力线路和用电设施，重点对导

线、刀闸、开关、漏电保护器进

行详细的隐患排查，发现安全

隐患，积极帮助客户进行整

改，提高客户用电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排查

治理农村用电安全隐患50余

处，及时解决农户用电难题

43 个，指导安装电器 70 余

件，全力保障农民秋收用电安

全、可靠。

秦皇岛“全天候”服务助力葡萄丰收季

本报讯（通讯员卞策）今年以来，为全面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超前谋划，主动服务，以村容村貌整洁

化、电力设施规范化、供电服务多元化、富民产业清洁化、创新模

式示范化为目标，实施“电靓美丽乡村”专项行动。今年夏季，该

公司累计出动人员900余人次，消除电网各类隐患620余处，开

展配网不停电作业43次，减少停电时户数3409小时户，有效提

升了供电可靠性。

栾城电靓美丽乡村

邯郸新区

本报讯（通讯员华聆宇）9月14日，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

司对秋季检修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该公司调控分中心着力加

强生产计划管理，对检修计划按照检修类别、检修原因进行分

类，明确检修工作时间、范围，做到所有站点及设备应检尽检，

扎实推进秋检秋查工作提质增效。同时，将持续完善电力安全

保障工作机制，编制相关保电方案，组织应急演练，提升线路供

电可靠性，为迎峰度冬提供有力保障。

鹿泉区积极备战秋检

为确保秋收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近日，高阳县供

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加强农业用电设施巡视测温，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提升用电设备的健康运行水平，保障农业生

产用电可靠。 王素杰 摄

一直以来，景县供电公司把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

殊客户用电安全放在首位，建立特殊客户常态化服务机

制，深入辖区村镇排查用电安全隐患，确保特殊客户用上

安全电、放心电。 赵蕊 冯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