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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
对电力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电力无处不在！

伴随着“无处不在”的电能，电力安全隐患
如影随形。

如何确保安全用电？怎样防止触电等意外
伤亡事故的发生？6月 21日，安全生产月期间，
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相
关专家。

安全事故多因处置不当
“夏季酷热难耐，空调、电风扇都运转了起

来。但您是否意识到在电器开启的同时，触电
伤亡事故也就可能发生？”在办公室，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专家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近年
来，我省由于使用电器不当而造成的火灾、触电
事故每年都有发生。怎样既安全又科学地用
电，是大家必须注意的大事。”

在专家看来，近年来，我省因电器使用不当
而造成的火灾、触电事故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缺乏电力安全知识。如在高压线附近
违规作业，或者放风筝、钓鱼等；当低压架空线
断落后用手去碰；带电接线时手摸带电体；用手
触摸破损的胶盖刀闸等。2013年 8月 29日，汝
州市一居民爬上水泥罐车时碰触高压线遭电击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是操作违规。如带电连接线路或电器设
备而又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触及破损的设
备或导线；带电连接照明灯具；带电移动电气设
备；用湿手拧灯泡，用湿抹布抹电器等。去年 8
月 24日，淮阳普降大雨，一居民家中停电，前来
维修的另一村民在未采取停电措施情况下更换
进户线，结果触电死亡。

三是用电设备不符安全规范。如安全用电
距离不够；接地电线不合格或接地电线断开；绝
缘破坏、导线裸露在外等。

四是维修不当。如用电设备失修、使用年
限过期；大风刮断线路或刮倒电杆未及时修理；
胶盖刀闸的胶木损坏未及时更换；电动机导线
破损，使外壳长期带电等。2013 年 8 月 26 日，
渑池县一居民在家中洗衣服时，不慎触及破损
家用电器带电部位而不幸意外死亡。

五是其他偶然原因导致的事故。如夜间行
走或在雷雨天气情况下触碰断落在地面的带电
导线等。

专家提醒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一定
要增强安全用电意识，正确使用电器设备。尤
其是要牢牢掌握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用电知
识，切不可麻痹大意。

据专家介绍，夏季大功率电器集中使用、负
荷大，易发生电器火灾，要特别注意空调、热水
器等大容量用电设备应使用专用线路，不要超
负荷用电。住宅区特别是老旧小区会有电压等

级较低、进户线老化现象，如家中安装功率较大
的家用电器（如柜式空调器等），超过限定容量
的须先到供电企业办理报装增容，不要私自在
原有线路上增加用电器具。空调、电风扇、电冰
箱等金属外壳的电气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接地。

恶劣天气严防事故发生
2013 年 8 月 7 日傍晚，郑州市遭遇雷电大

风恶劣天气，中原区建设西路同汇小区附近，因
雷击导致 10 千伏百须线一边相、中相断线落
地，致使一名 26岁骑车男子触电身亡。

而就在同一天，一男一女通过郑州市某地
下涵洞时，也因蹚水触电身亡；另有一名女孩在
候车时碰到公交站牌被电击致重伤。

雷雨天气引发的漏电伤亡事件涉及多方面
因素，近年来仅郑州市经媒体报道的就有 7 人
死亡，而这 7人中在户外遭电击的就有 5人。

据专家介绍，河南地处中原，受地理位置影
响，每年 6、7、8 三个月都是雷雨大风频繁活动
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空气湿度较大，雷电强
烈，人身触电伤亡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因此
我省每年都会发生雷雨天气情况下的人身触电
伤亡事件。

如何防范？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专家提醒
广大朋友：雨天出行时，一定不要靠近或者在架
空供电线路、变压器下或高大树木下避雨，因为
大风很有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
易引起变压器放电；不要接近电线杆的拉线，因

为拉线上端距离电线较近，在恶劣天气下有时
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而使拉线带电。

专家还提示说，暴风雨过后，有些路面积
水，大家尽量不要蹚水。如发现有电线断落水
中，千万不要自行处理，而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
记，并及时拨打 95598通知供电职工来处理。

那么，当雷雨大风天气出现时，留居在家时
又该如何预防触电伤亡事件呢？

“ 雷 雨 天 气 要 紧 闭 门 窗 ，家 用 配 电 箱 中
一定要安装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保险丝

（熔 断 器），还 要 有 可 靠 的 接 地 装 置 。”专 家
说，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家用电器，并断开
电器的电源线、有线电视外接线、电话线插
头等，最好将家用配电箱中的剩余电流动作
保护器或刀闸分开，这样雷电就不能沿电线
进入室内，可以保证家用电器和家庭用电线
路的安全。

线下作业等于玩火自焚
2013 年 9 月 6 日，信阳市平桥区发生一起

钓鱼人身触电死亡事件，曹某被一条 10千伏专
用支线电击死亡。

近几年，我省因钓鱼碰到高压线所发生的
悲剧已不止一例，为何血的教训不能让人警醒?

“安全意识淡薄是主因！”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专家说。

据了解，高压线路和高压带电设备在正常
运行时，所带电压常常是几千伏、几万伏甚至是
几十万伏。在人体离它们较近时，高电压有可
能击穿它们与人体之间的空气，致人烧伤，甚至
死亡。因此，《电力法》规定了对不同电压等级
的高压带电线路所必须保持的安全距离：1 万
伏，不小于 1 米；3.5 万伏，不小于 2.5 米；11 万
伏，不小于 3米；22万伏，不小于 4米；500千伏
为 8.5米。

“垂钓爱好者要切实增强安全意识，最好结
伴而行，相互提醒，切勿抱着侥幸心理在高压线
下垂钓，以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专家希
望广大钓鱼爱好者睁大眼睛，保护自身安全。

若发现有人触电时应如何处理呢？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专家说：“这时请不要惊慌，在保
证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首先设法使触电者迅
速脱离电源。若无法找到或断开电源时，可用
干燥的竹竿、木棒等绝缘物挑开触电者身上的
电线或带电设备；将脱离电源的触电者迅速移
至通风干燥处仰卧，松开上衣和裤带，施行急
救；同时拨打电话呼叫救护车，尽快送医院进行
抢救。”

据专家介绍，如果有人从触电后 1 分钟开
始救治，则 90%可以救活；如果从触电后 6分钟
开始抢救，则仅有 10%的救活机会；而从触电后
12分钟开始抢救，则救活的可能性极小。因此
当发现有人触电时，应争分夺秒，采用一切可能
的办法及早救治。

纵深 安全用电须处处用心
——专家教您如何预防触电事故

□本报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李振江

本报讯 6月 20日，通许县供电局全面启动秋
播抗旱保电服务机制，300余名供电员工从“三夏”
麦收用电“主战场”，转向保障秋播抢种灌溉用电。

为确保秋播农作物顺利进行，通许县供电局
启动抗旱保电应急服务机制。该县供电局成立
24支抗旱保电党员服务队，及时为群众抗旱用电
服务。为各供电所共配发 2500 套临时用电计量
装置，无偿提供给农户秋播抢种抗旱灌溉使用。
进一步优化有序用电方案和计划停电检修计划，
严禁对抗旱供电设施实施停、限电，保障抗旱灌溉
电力持续供应。启动应急服务机制，为抗旱秋种
开通“绿色通道”，各乡镇供电所营业窗口实行 24
小时值班。 （张春晖 蔡亚东）

本报讯 7月 1日起，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向
国家电网公司售电，售电发票由国网公司统一开
具。这意味着，今后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业主只
需定期与电网公司结算售电收入即可，不需要再
开具发票。

这份名为《关于国家电网公司购买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电力产品发票开具等有关问题的公
告》规定，国家电网公司所属企业从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发电户处购买电力产品，可由国家电网
公司所属企业开具普通发票。 （盛 勤）

分布式光伏余电上网结算手续简化

本报讯 2014 年 5 月 ，河 南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233.8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5.49%；全 省 发 电 量
210.6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16%。截至 5月底，今
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187.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1%；全省发电量累计 1123.9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22%。

统计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中，工业用电
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为 76.31%，城乡居民生
活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为 11.97%。有色金属
行业用电占工业用电量的比例为 25.86%，黑色金
属行业用电量占工业用电量的比例为 6.92%，化
学原料及制品制造行业用电量占工业用电量的比
例为 10.92%。 （豫 能）

我省5月用电量同比增长4.51%

本报讯 截至 6月 16日，安阳供电公司连续
安全生产 6500天，电网总体运行平稳，保持了 17
年安全生产的稳定局面。

针对今年迎峰度夏形势，该公司将全市电网
用电情况和收集上来的客户意见建议进行分析，
对电网薄弱环节采用“打补丁、重修补”的策略，截
至目前先后改造配电台区 143个，新增、增容配电
变压器 31 台，配电线路 10.2 公里，确保电网持续
保持安全运行状态。 （张豫翔）

安阳
电网连续安全运行6500天

本报讯 6 月 23 日，广西石化调和出第一罐
7000吨国Ⅴ标准车用汽油，标志着汽油产品质量
已实现全面升级。

广西石化生产的这批国Ⅴ标准车用汽油，分
为 92号和 95号两个牌号，将替换以往销往广东市
场的粤Ⅳ汽油。92号和 95号国Ⅴ标准车用汽油
的调和组分共有 6 种，要求烯烃指标必须小于
24%，硫含量必须小于 10ppm。 （综 合）

广西石化生产出国V标准车用汽油

本报讯 6月 23日，山西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
会，安排部署全省涉煤收费清理规范工作。这标志
着山西省以清理规范涉煤收费为突破口的清费立
税、深化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步入快车道。

初步测算，通过今年 1月 1日和 7月 1日两个
时间节点对 5项收费项目的清理规范，今年山西
省最少可减轻煤炭企业负担 60.87亿元，吨煤减负
6.5元；2015年再取消两项收费后，可再减轻煤炭
企业负担 74.64亿元，吨煤再减负 7.8元。据悉，两
轮改革全部到位后，吨煤减负可达 14.3元，每年至
少可减轻企业负担 135.51亿元。 （晋 报）

山西省大刀阔斧清理涉煤收费

本报讯 6月 16日，随着河南能源中原大化
8名工程技术人员启程赶赴浙江宁波镇海石化公
司履约，标志着成立仅 40天的中原大化“电仪维
修工程公司”已正式开展对外技术服务。

组建电仪维修工程公司是中原大化做大工
业服务的又一举措。2010年以来，面对不断扩大
的工业服务需求，中原大化先后为内蒙大唐、贵
州鑫晟、天津碱厂、越南金瓯化肥厂等 20多家国
内外企业提供不同形式的工程技术服务，累计创
收逾 5000万元。 （崔保亮）

中原大化
“工业服务”累计创收逾5000万

通许县
300余名供电工保障秋播

作为全省安全生产监管的重要行业之一，我
省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开局良好，前 4个月
没有发生伤亡事故。进入夏季，全省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也将迎来安全“大考”。

业内人士分析，夏季高温、潮湿、雷雨等灾害
性天气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极易导致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6月 16日至 20
日，全省首届“安全生产中原行”紧紧围绕“危险化
学品”展开。

夏季危化品事故易发多发
进入 4 月份，全国危险化学品、化工事故多

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总工程师、监管三司司长王
浩水表示，由于化工行业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
部分化工产品需求减少，企业生产装置停工检维修

作业增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直接作业频繁，一
旦管理不到位易引发事故。但综合分析发生危险
化学品和化工事故情况，王浩水坦言，事故企业重
视安全不够、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企业发生事
故的根本原因，而安全生产人员培训不到位、政府
监管不严等也是“诱因”。

来自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目
前，我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 1002 家，经营单
位更是多达 11618 家，监管压力可想而知。省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监管三处处长金瑞科介绍，危
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高温高压、危
险源集中等特点。化工装置一旦发生重大爆炸、
火灾和泄漏事故，往往伴随着大量的危险化学品
泄漏。危险化学品向周边扩散，极易发生次生事
故，会给周边人群带来严重后果，安全生产事故往
往转化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

“濮阳是一座石油化工城市，油气管道遍布城

乡，易燃易爆品多，重大危险源多，事故隐患多，加
之当前全市项目建设任务重，基层基础薄弱，潜在
风险大，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安全监管任务繁重。”
采访中，濮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万臣
有着清醒的认识。

位于新乡的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是我省
最大的尿素生产企业，公司的“掌舵人”刘兴旭的
胆识和魄力在民营企业家中并不多见。刘兴旭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全面提升公司安全管控水平，
公司计划投入近 2000 万元“牵手”世界著名的杜
邦公司，引入杜邦安全管理模式，系统提升公司安
全文化和管理水平，形成具有心连心特色的安全
管理系统。

“未雨绸缪”好过“亡羊补牢”
采访中，不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单位都认为夏季安全预防是关键。金

瑞科建议，首先应定期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
装置、设施进行防雷、防静电检测，确保各项防雷、
防静电设施完好有效。其次，严格管理危险化学品
储罐、仓库和露天存放的危险化学品，确保其生产
场所和储存设施降温设施完好，防止因温度、压力
升高导致罐、桶、钢瓶等破裂而引发事故。此外，妥
善保管有毒化学品和遇水发生化学反应的物质，不
能放在潮湿、透水和屋面渗透的库房，生产装置和
储存设施区(包括危险化学品仓库、罐或堆场)也要
有防洪、防汛措施。

夏季气温高、天气炎热，运输危险化学品事故
风险也在增大。郑州市交巡警支队三大队民警沈
豪杰同时提示，驾驶危化品运输车辆，要正确掌握
应急处置操作规程，办理运输审批手续，悬挂危险
品警告标志并保持清晰，严格按照指定时间、路
线、速度行驶，保持车况良好，不违规装载、不超速
行驶、不疲劳驾驶、不闯禁行区，安全谨慎驾驶。

危化品安全生产迎夏季“大考”
□本报记者 谭 勇

漫画／王伟宾

图① 6 月 19 日，河南省电力公司员
工对灵宝换流站阀厅室进行检修。

图② 6月19日，河南省电力公司员工
对灵宝换流站滤波器进行隐患消缺。

图③ 6 月 19 日，河南省电力公司员
工对灵宝换流站电流互感器进行更换。

李 刚 摄

灵宝换流站“体检”
我国首座国产化背靠背
直流换流站集中检修

6月 19日，河南省电力公司对
灵宝换流站进行集中检修。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 6月 10日以来对
位于豫西山区的灵宝换流站进行
以设备技术改造、隐患治理为主
的大检修，确保迎峰度夏用电高
峰期间安全稳定供电。灵宝换流
站是我国第一座国产化直流输电
背靠背试验示范工程，联结西北
和华中两个不同电压等级大区电
网，承担着西电东送供电任务，被
誉为“电气装备博物馆”。目前该
站总换流容量达到 1110兆瓦。

①① ②② ③③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