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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优化营商环境
焦作电力奋楫争先

NEWS

行业透视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

上门服务为企业送来“定心丸”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张喆 冯海波 文图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客户

本报讯“感谢你们来帮
我们进行安全用电检查，解
决了我们生产用电的后顾之
忧，还提供了这么多行之有
效的用电建议。”11 月 23 日，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来到焦作万方铝业有限公司
走访服务。

为营造安全、稳定、和谐
的供用电环境，通过组织人
员深入各园区企业开展上门
服务活动，现场协助并指导
企业检查配电结构、供电设
施、安全运行管理模式等，对
查出的安全隐患和问题，与
企业进行沟通协调，提供个

性化贴心服务。
同时，还通过实地走访，
了解企业的用电状况，听取
客户用电需求，以及安全用
电中存在的困难，针对企业
用电量、负荷等情况，指导企
业安全用电，科学用能，为企
业能效提供分析报告，解决
企业用电难题，助力企业发
展。
“供电公司的贴心服务，
给
我们企业生产吃了一颗定心
丸。”焦作万方铝业有限公司
动力设备中心负责人朱军说。
下一步，
国网焦作供电公
司将继续强化服务能力，
提升
管理水平，
为企业提供
“安全、
优质、高效、满意”的服务，进
一步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切实
为客户用电保驾护航。

国网温县供电公司

“一证办电”让客户省心放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岩 通讯员 乔明辉 李云霞
本报讯“报装省心，用
电放心，效率效益翻了好几
倍，感谢供电公司高效便捷
的服务啊！”11 月 23 日，温县
丰核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崔广
军高兴地说。
秋日正是菊花、地黄、山
药等特产采摘加工的季节，
温
县滩陆庄村民崔广军看到本

地特产加工发展良好的前景， 业“ 一 证 办 电 ”业 务 上 线 以
盘算着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农
来，国网温县供电公司将“万
场增加一些农产品加工的业
人助万企”和“客户大走访”
务，便试着在手机上用“网上
活动相结合，宣传推广居民
国网”
APP 的
“一证办电”
功能
和低压小微企业用电报装
办理了业扩申请，
办理当天国 “三零”服务、高压客户用电
网温县供电公司张庄供电所 “三省”服务，让客户接电零
工作人员就进行了上门服务。 跑腿，用电更省心，助力美丽
自居民“刷脸办电”，企
乡村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

国网沁阳市供电公司

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服务质量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刘思光 马林
本报讯“您来办电的时
候什么申请资料都不用带，
我们可以手把手指导您进行
操作。”11 月 22 日，国网沁阳
市供电公司崇义供电所客户
经理韩志刚对前来办理用电
申请的客户热情地说道。
为积极推广线上办电、
信息互动机制，打通内外网

信息接口，通过微信平台实
时传递办电信息及进度，由
原来的单向告知变为双向互
动。通过“网上国网”APP、
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渠道，向
本辖区客户经理或供电服务
中心进行预约办电服务；将
安全检查常态化，以班组为
单位，实时对客户进行漏保、

老化线路排查，及时下发整
改通知书，
要求限期整改。
同 时 ，重 点 对 超 市 、饭
店、宾馆、网吧、学校等人口
密集场所制定排查时间、部
位，对排查结果进行汇报登
记。确保让用户真正享受
到新的营商环境下所带来
的便利。

国网修武县供电公司

强化便民服务 护航温暖度冬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徐志远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国
网修武县供电公司城关供电
所服务人员走进县城西关村，
向周围群众热心宣传讲解
“网
上国网”APP 操作应用和日
常家庭用电安全注意事项。
为确保群众今冬用电充
足可靠，该公司组织 8 支辖区

供电服务队伍走进社区、家
庭“零距离”开展冬季安全上
门走访服务工作，进一步提
升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便民服务。排查更
换残旧破损“便民服务连心
卡”，向用户介绍手机“网上
国网”APP 使用，推广线上业

务办理。
同时，为确保电网设备
的安全稳定运行，组织基层
供电所服务队伍对各区域配
电线路、变压器台区和低压
线路进行度冬专项“拉网式”
巡检巡查，用暖心服务保障
广大群众温暖度冬。

国网武陟县供电公司

办电零投入 企业用好电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王向阳 张恺
本报讯 11 月 24 日，武
陟县供电公司营销人员对焦
作征途鞋业有限公司用电报
装进行电话回访时，该企业
负责人陈利华对用电服务是
连连称赞。
位于武陟县三阳乡北樊
村的焦作征途鞋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皮革、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制鞋的小微
企业。征途鞋业订购的设备
已在运送途中，开业投产前
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在此之前，把心思都放
在企业筹建上的陈利华，
用电
的事也就没上心，
也没提前和
供电所联系用电报装的事。

待陈利华到三阳供电所
申请用电报装时才知道附近
的公用变压器容量不足，新
增的负荷根本无法接入。听
到这话，陈利华一下慌了神，
如果再投资 20 多万元架设
专变，对他的企业来说也是
一笔难以承受的费用。
了解到情况后，供电所
立即前去征途鞋业查看，现
场核实设备参数信息，确认
用电总容量为 158 千瓦，符
合小微企业 160 千瓦及以下
低压接入要求后，当天就在
附近新建一台 400 千伏安配
电台区，满足该企业用电接
入需求。

国网孟州市供电公司

一企一策提质效
营商环境再优化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岩 通讯员 陈欢欢
本 报 讯 11 月 22 日 下
通道，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
午，国家电网河南电力孟州
方位、全天候用电服务。做
营销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
优“三零”
“ 三省”服务，主动
员来到河阳办事处梁村，为
宣传讲解网上国网 APP“预
杨生智锁厂等小微企业开展
约办电”
“刷脸办电”
“一证办
点对点服务，助力企业降损
电”
业务、
报装接电流程、
电费
增效，安心生产，进一步优化
电价等政策，助力办电“一次
营商环境。
都不用跑”
。对于符合条件的
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10 千伏及以上用电特困行业
今年以来，国网孟州市供电
客户逐户走访，
精准服务。
公司坚持深挖供应潜力与提
今年以来，该公司累计
供优质供电并重，根据企业
为五类特困行业减免电费 20
负荷增长情况和功率因数为
余 万 元 ，减 免 特 困 户 电 费
企业开具专属用电菜单和项
55.29 万元，并走访企业 500
目跟踪，提供科学合理的用
余家，建成服务网格 11 个，
电 指 导 ，助 力 企 业 降 本 增
打通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
效。开通 24 小时绿色办电 “最后一米”
。

国网博爱县供电公司

服务零距离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王鹏飞
本报讯 11 月 23 日，国
网博爱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
人员在园区供电所营业厅向
企业客户讲解“网上国网”
APP 相关业务。
疫情期间，该公司供电
服务人员的营商环境服务不
停 ，主 要 依 托“ 网 上 国 网 ”
APP 的“能效账单”功能，开
展“供电+能效”服务，精准
“画像”供电客户用能情况。
企业客户可以通过能效评
价、用能总量增长趋势以及
电量电费等方面做出相应判
断，制定节能计划，帮助企业
客户实现节能降耗、降本增

效。将供电服务与企业用能
场景充分融合，根据不同企
业类型创建差异化分析模
型，为企业提供 17 项电能能
效分析服务，全面提升企业
客户自身的社会能效水平。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
走访企业用户，进一步提升
企业客户“获得电力”满意
度，助力提升国家双碳目标，
坚 持“ 线 上 + 线 下 ”双 向 服
务，进一步拉近供电企业与
用户之间的距离，为客户提
供更加精准、更加便捷优质
的能效服务，打开“供电+能
效服务”
绿色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