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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濮阳供电公司创新服务新举措
从“企业等电”到“电等企业”

□谷武民 陈尊孝 陈亚宁

本报讯“以前我们的
项目需要先办理完前期手
续才能去办用电申请，没想
到供电公司提前跟我们沟
通用电需求，而且提前建好
了配套电力工程，比过去至
少省去二三十天的等待时
长，这样高效的供电服务会
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
帮助。”11月18日，郑济高
速铁路濮阳东站站长代世
乐表示。

近来年，国网濮阳供电
公司主动作为，贯通供电系
统、工程项目建设审批系
统、营业执照管理系统数据
接口，实现全市政务平台与
办电业务平台融通共享，主
动获取企业用电需求，提前
评估供电能力，按照“电力
通道一次到位、电气工程适
度提前”的原则，将电力通
道规划建设提前至土地出
让之前、将电气工程规划建

设提前至企业提出用电需
求之前，实现“企业等电”向

“电等企业”转变。
为降低企业办电成本，

该公司打造“1+2+N”工作
机制推进“电等企业”项目
落地。推动市营商办将“电
等企业”办电新模式纳入年
度重点事项，解决投资界面
延伸、政策落地等难题，同
时促请市发改委出台政策
文件，明晰投资界面、保障
资金、建设流程等，确保办
电新模式高效运转。组建
电力工作专班和管廊建设

“2”个专班，供电公司成立
电力工作专班，将重点项目
列入项目储备，实行专人负
责，结合工程进度和用电时
间，制定并实施“里程碑”计
划，保障项目按时用电；推
动政府成立管廊建设工作
专班，建立日沟通、周督导
机制，协调加快地下电力管

廊建设进度。针对市重点
项目，“N”个部门高效协
同，建立“专人负责、一口对
外”工作模式，协同住建、城
管等部门及时解决树障清
理、人员阻工等问题，线上
并联办理工程接入行政审
批，实现“申请即审批”。

在高铁片区，濮阳市政
府出资2300万，国网濮阳
供电公司出资1669万元，
提前建设了可并排容纳16
根电缆的电力管廊 11 公
里、1座电压等级10千伏的
供电设施，企业可根据生产
需要直接插线取电，无需再
额外投资建设配套电力设
备，切实享受了“零距离、零
等待、零投资”的优质服务。

截至目前，已在高铁片
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建设
3个“开门接电”示范区域，
示范区域内新装企业用电

“即插即用”。

范县供电公司
精准服务企业 助推提质增效
□谷武民 梁丽敏 王蕾

本报讯“通过范县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主动指导
我们查看网上国网能效账
单、绿色国网综合能源诊断
报告，我们调整了企业用能
模式，减少了能源消耗。”
11月21日，天能电池集团
相关负责人对此赞不绝口，
这是濮阳范县供电公司城
西中心供电所服务企业的
生动案例。自天能电池集
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
性能蓄电池项目正式投产
以来，范县供电公司城西中
心供电所配合相关部门紧
密围绕项目建设，积极提供

最全面的政策支持、最完备
的要素保障、最优质的服务
环境。

范县供电公司城西中
心供电所工作人员主动上
门向天能集团推荐使用

“绿色国网”和“网上国网”
APP上的能效诊断报告和
能效账单功能，帮助企业
了解用电情况及用电特
征，通过“能效账单”中的
峰谷分析、政策红和等模
块，对负荷波动、峰谷电
量、变损电量等用电数据
实时查看，通过能效账单
功能中负载、力调分析等

可优化项提供合理化用能
建议，针对供电服务需求
解决实际遇到的困难。

范县供电公司结合自
身实际，倾听客户对电力
供应与服务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了解客户用电需求，
收集群众对于用电、电压
质量等问题的意见和建
议，并及时加以解决，同
时，根据客户生产经营状
况，在容量变更、计量计费
等方面做好跟进服务，在
电能替代改造方面提供全
程支持，为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

郭栋栋
勇于担当写风流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祁鹏飞

本报讯 2019 年他进入
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区分局刑
侦大队以来，在多年的磨砺
中，积累了丰富的打击犯罪
经验。审讯犯罪嫌疑人循循
善诱，处理案件沉稳果断，面
对工作从容不迫，他就是鹤
壁市公安局鹤山区分局刑事
侦查大队民警郭栋栋。

从警以来，他时刻以一名
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恪尽职守，身体力行，努力
践行执法为民的宗旨，全身心
投入到热爱的刑侦工作中。他
的努力，也为他赢得了许多的

荣誉：“鹤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先进工作者”、“鹤壁市公安
局2021年度‘追逃之星’”等。

工作中，他总是第一时
间出现在案发现场，用最短
的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正
是他的迅速与果断，成功为
人民群众挽回损失数百万
元。他始终固守着自己的职
业精神，也正是这种职业精
神在时刻支撑着他维护着人
民警察的荣誉之碑，做到让
人民满意，让犯罪分子丧胆，
他无愧党和人民寄予的重托
与厚望。

浚县公安局卫溪派出所
开展涉枪爆、管制刀具安全隐患检查工作

本报讯 2022年11月24
日，浚县公安局卫溪派出所
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开展涉枪
涉爆、管制刀具安全隐患检查
工作。民警本着“严管、严治、
严控”的原则，重点对辖区五
金杂货店、机电门市、物流快
递、装修业、学校附近、大型超
市等开展清理排查整治：一是
查看各销售网点是否存在超
范围经营；二是查看是否存
在销售射钉枪、射钉弹，是否
对购买人员进行实名登记，
是否存在违规改装射钉器、
射钉枪以及销售管制刀具的

行为；三是向业主和从业人
员讲解管制刀具的认定标准，
要求其要健全实名登记制度，
完善规范管制刀具销售和使
用各环节，做到合法经营，严
禁非法买卖、私藏涉枪涉爆危
险物品。

此次检查，共出动警力
35人次，排查各类店铺共计
36家，进一步强化了辖区社
会面重点物品监管，有效震
慑了违法犯罪活动，切实消
除了安全风险隐患，为辖区
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奠定了基
础。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尚英杰

范县供电公司：
优质电力服务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真是感谢你们
啊，我的大棚今年肯定有个好
收成。”11月22日，范县供电
公司党员服务队走访张庄乡
无公害瓜果蔬菜种植基地，确
保农户能够放心用电、安全用
电,赢得农户暖心感谢。

张庄乡无公害瓜果蔬菜
种植基地位于濮阳范县张庄
乡前刘楼村，已建成使用面
积 380 余 亩 ，瓜 果 年 产 量
1000 余吨，蔬菜年产量 500
吨，主要销往青岛、上海、广
州等地，年营业额达 600 万
元，是张庄乡助力乡村振兴
的支柱产业，为保障种植基
地发展、农户增收，城东中心
供电所定期组织人员走访，
对大棚灌溉涉及的线路和设
备全面检查，确保没有用电
隐患。

据了解，范县供电公司
不断丰富和创新共产党员服

务队建设，主动融入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将服务关口前
移，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深
入各乡镇村供电辖区大棚种
植基地等乡村振兴产业，义
务帮助客户检查线路、开关、
插座以及卷帘机、水泵等用
电设备，更换老化、破损的漏
电保护器等电气设施，及时
进行用电安全检查,严防私
拉乱接，避免用电事故的发
生。同时，积极了解农户用
电需求，对相关线路开展巡
视检查工作，排查安全隐患，
并发放“连心卡”、安全用电
常识手册，讲解安全用电、防
人身触电及“网上国网”缴费
等知识，增强安全用电意识，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此外，
该公司还加大客户私拉乱
接、挂钩用电等违规现象的
排查力度，为客户营造良好
用电环境。

浚县公安局小河派出所
开展沿街店铺专项检查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尚英杰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及防控，
近日，浚县公安局小河派出
所突出整治重点，迅速开展
辖区“九小”场所、“多合一”
场所和沿街门店消防安全
整治，切实强化风险管控措
施，确保辖区消防安全持续
稳定。

检查人员结合辖区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要求，重点对临街店铺是否
配置灭火设施、电气线路是
否穿管、货物堆放是否合
理、电动车是否违规充电和
停放，餐饮场所明火作业是
否规范等情况进行了仔细
检查，并提醒商铺负责人不
要在店铺内私拉乱接电线，
严禁生产、储存、居住设置

在同一建筑内。各店铺负
责人在签订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情况表的同时，还签订
了消防安全责任书，做到防
患于未然。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消防
安全隐患，检查人员要求负
责人立即整改，要进一步加
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并表
示将全面督导、定期回访。

□谷武民 梁丽敏 张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