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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上的马帮

①翻山。
②趟路。
③卸料。③③②②

本报讯 近日，省有色金属行业
协会发起成立了“河南省有色金属工
业专家咨询团”，包括河南能化集团
有色金属事业部田朝晖在内，有 54位
专家。该专家“智囊团”将围绕我省
有色金属行业的结构调整、创新驱动
和绿色发展等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提
出政策建议。同时，更注重为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
扭亏脱困和转型升级，全面提高产业
发展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加快能源
大省和有色金属大省建设。

（李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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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图

6 月 8日，海拔 800多米的信阳大包子山云雾弥漫。
“估计快要下雨了，马不能淋雨，咱们抓紧时间再运一趟
料。”信阳供电公司 220千伏宜居变配出工程项目经理尤
海亮一边整理骡马身上的料斗，一边告诉同伴。

220千伏宜居变配出工程全长 36千米，共需组立 99
基铁塔，大多数铁塔都需建立在根本没有路的山脊上。
最高的一基塔有 42米，光塔材有 20吨重。这些施工材
料，全部需要通过马帮运上山。

“我们把马帮分成两批，一批往 43号塔运地脚螺栓，
一批往 42号塔运水泥大沙和工程用水。”信阳供电公司
电建分公司经理助理高军介绍说：“一头骡马一次能驮
300多斤，15头骡马就可以顶上一台小卡车了。”

从驻扎地出发，走不到 20 米就没有了路。队伍沿
着骡马踩出来的羊肠小道跋涉着。在一个转弯处，十几
匹骡马安静地排成一排等待人们帮它们过坎。过了陡
坎，前方又是一道断壁。路左边是倾斜 70度的斜坡，右
边则是七八米深的巨坑。在领头白马的带领下，整队人
马有惊无险地次序通过了险地。

“向左边走，再趟过这片茶山就可以看到 42号塔的
基础了。”高军指着云雾缭绕的前方说。我向前眺望，只
见郁郁葱葱的茶树，地上完全没有路可走。高军告诉
我，这基塔才开始建设，路还没有完全被趟出来。

马帮驼着材料继续在远山上前行，电建人的身影伴
随着马铃声闪烁在群山之间。

下山后，我席地而坐，一边休息一边与房东老大爷
熊起农聊天。今年 75岁的熊大爷精神矍铄，据他说，自
己祖辈生活在这里，点过煤油灯也用过电灯，扇过蒲扇
也用过空调。他告诉我：“塔架起来，电送过来，老百姓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本报通讯员 杨 帆/文图

规范高效规范高效，，河河南农电管理新常态南农电管理新常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李振江

季节性负荷猛增、时段性峰谷差较大、配
电变压器过载……长期以来，农村用电问题始
终困扰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如今，这种困局
正在被规范、高效化的农电管理新常态打破。

A“聪明”的变压器有效解
决了峰谷差较大问题，农村用电
日趋信息化

6月 6日，在扶沟县农牧场南张台区，一
台崭新的 200 千伏安变压器正规规矩矩地

“站”在村中路边的台架上，手指粗的绝缘导
线从变压器两侧整齐地伸向远方……

“这里原来有台 160千伏安的变压器，由
于村里用电量不断增长，去年年初，全县治
理低电压时就被这台 200千伏安的新型变压
器取代了。”南张台区电工张新锁高兴地说，

“现在的变压器可‘聪明’了，能自动调容调
压，还会自动无功补偿，无论是用电高峰期
还是用电低谷期它都能从容应对，让俺这当
电工的可省心了！”

张新锁已当了 20多年农村电工。他说，
像南张台区一样，扶沟县大多数用电台区普
遍存在着用电峰谷差较大问题。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扶沟供电公司先
后投资 20多万元，对张新锁管理的南张、范
老两个台区进行了低电压改造，更换了智能
电表，安装了集中采集器，实现了对每个低
压用电户电流、电压、负荷曲线、功率因数等
用电信息的实时采集，大大降低了线损率，
规范了农电管理。“改造后的变化可大了！”
张新锁说，“改造前，南张台区的 400伏线损
率在 9%以上，现在只有 3.01%。”

目前，像扶沟县一样，河南农村不仅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变压器，而且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智能电能表。仅 2014年，河南就解
决了 6156台配变重过载问题，安装了 245万

只智能电能表，农村用电信息化日趋明显。

B 动态治理低电压、全面升级
农村电网，正成为农电管理新常态

6 月 4 日，内乡县供电公司组织精干力
量对 35千伏灌涨变电站的 8组 10千伏出线
隔离开关及电容器组进行增容改造。这只
是河南全面攻坚、积极治理低电压问题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河南各县级供电公司在治理低
电压问题中采取了很多得力措施。比如建立
低电压分级预警和定期普查机制，动态治理
低电压问题，做到低电压治理常态化；通过走
访用户、高峰负荷时段实际测量、营业普查等
方式，编制低电压客户档案，确保低电压治理
不留死角；按照重过载设备“一线一策、一变
一策”原则，对低电压客户进行诊断分析，根
据“轻重缓急”进行分类治理等。

在扶沟县农牧场南张村，不少村民的家
用电器都安装了一个智能插座。村电工张
新锁高兴地说：“安装智能插座后，方便了我
们有效收集每家每户每个电器的耗电量、运
行时间数据，可有针对性地研究农村高峰与
低谷时候的用电情况，为我们治理低电压提
供了科学依据。”

2014年年底，扶沟供电公司还进一步完
善电力数据远超系统，让全县 1300多台公用
变压器和 660多台专用变压器的负荷运行情
况全部得到了实时监测。

目前，在研究农村负荷特性的引导下，
河南各县级供电公司还搭建了营配一体化
系统平台，实现综合数据采集监控，为全省
农村有序用电、远程抄表、负荷控制、用电管
理等提供了数据支撑，成为治理低电压的有
效措施和新的常态。

C 4名电工管理28个台区、
服务3000多个用户，农电管理将
更加规范、高效

5月 16日，正是商城县供电公司全体抄

表人员骑着摩托车、扛着梯子到各村集中抄表
的忙碌时刻，长竹园供电所抄表人员却十分悠
闲，原来他们已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完成全
乡100台配变的当月用电量、表底数抄录工作。

长竹园乡位于商城南部深山区，总面积
229平方公里，是全县最大的一个山区乡镇，全
乡 1.03万户用电客户分散居住在山高林密的
22个行政村、343个村民组，给供电服务、营销
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为此，2014年，商城县供
电公司率先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长竹园供电
所进行台区配变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对86
台配变、14台专变进行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改造。

目前，用电采集系统已让河南越来越多的
农村供电所告别了笨拙、低效的人工抄录。扶
沟县农牧场南张台区改造后，4名农村电工可
管理28个台区，为3000多个用户服务。

“去年夏季的一天，大风暴雨袭击，我到
农牧场供电所暗访，发现所有电工全部坚守
岗位，竟没出现一起报修。而过去每当遇到

恶劣天气时，总是报修不断。”对比今昔，扶
沟供电公司总经理孙玉明用自己的亲身感
受说明：“群众用电是否满意，不是看供电营
业大厅有多漂亮，不是看供电设备有多先
进，也不是看供电服务措施有多少，而是看
家里用电是否有保障、需要电工时能否及时
找到。农牧场供电所的变化，让我们坚定了
农电管理改革的信心。”

据了解，扶沟县所有农村用电台区改造
后，将实现电力数据远抄系统全覆盖，84名
抄表员可减少一半，一些年纪大、文化低、技
术差的农村电工将逐步退出农电队伍。届
时，1名农村电工可为 1300至 1500户农民服
务，农电工作呈现减人员不减工作量的情
况，工作效率将大大提高。

如今，管理日趋规范、线损有效降低、电
工收入增加、服务更加高效的农村电网改造
升级成效正得以充分展现，也必将成为河南
农电管理的新常态。

无论是以横向坐标还是纵向坐标来衡量，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旗下三门峡戴卡轮毂的发
展之路，每一条上扬的弧线都显得异常优美。

横向上，面对经济新常态，在制造业持续低
迷的市场形势下，三门峡戴卡轮毂依靠管理、技
术创新双轮驱动，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势头。

纵向上，从2011年亏损5600万元，到重组后
2012年至 2014年分别盈利 353.88万元、1018.77
万元、2276.67万元，三年实现三大步跨越。

究竟是什么让三门峡戴卡轮毂实现了这
么大的飞跃？

观念创新 仨月扭亏为盈
三门峡戴卡轮毂由一个生产摩托车轮毂

的小厂发展而来，后转入汽车轮毂制造行业。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导致该企业订单急剧减
少，企业陷入困境。

转机来自 2011年年底。当年 12月 2日，原
河南煤化集团与三门峡市政府、三门峡金渠集
团签署协议，以 55%的股权重组三门峡戴卡轮
毂。三门峡戴卡轮毂成为中信戴卡的核心代
工企业之一。

创新思路天地宽。三门峡戴卡轮毂以河
南能源先进的企业文化为引领，得到了中信戴
卡在产品涨价、回款方式和订单结构上的支
持，加之集团公司的注资，重组后第 3个月就终
结了历时 4年的亏损。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数据，2014年国内铝合金车轮出口厂商
共有 1316 家，前 40 家占到出口总额的 83.1%，
三门峡戴卡轮毂首次榜上有名，排名第 37位。

技改创新 挖掘生产潜能
2012 年 产 量 324.7 万 只 ，2013 年 产 量

351.75万只，2014年产量 388.09万只……三门
峡戴卡轮毂的设计产能为年产 300万只轮毂，
而经评估发现，一些生产环节的产能有很大的
富余量，只要对短板环节填平补齐，即可使每
年产能再增加 60万只。

2013年 7月，由三门峡戴卡轮毂自主规划
设计、自主施工和自主安装调试的 60万只技改
扩产项目投入生产。由此，三门峡戴卡轮毂日
产轮毂由 9000件迅速上升至 1.1万件。今年 1
月，三门峡戴卡轮毂生产轮毂 34.35万只，创造
了该公司月产量最高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填平补齐项目不仅节约了
大量投资、没有增加一间厂房，而且投产后没有
增加任何非生产人员。这得益其持续优化人力
资源结构，做好减人提效这篇大文章。数据显示，三门峡戴卡轮毂管理
人员比重组前减少 15.04%，中层干部目前只有 24名，一线生产人员占到
员工总数的 86.6%。人均效率随之持续上升，仅低压铸造环节，当前已
实现人均每班生产轮毂 200只，较重组之前提升了 235.29%。

管理创新 降成本增效益
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汽车铝合金轮毂企业的竞争，实质上就

是成本的较量，而成本的较量源自管理的创新。因此，三门峡戴卡轮
毂把成本控制作为企业永恒的主题，持续抓紧抓好。

在三门峡戴卡轮毂流传着这样一个“煤球理论”——烧一块煤球
可以做熟一个人的饭，如果控制得当，同样可以做熟三个人甚至更多
人的饭。一个生活中的小常识，却形象地诠释出三门峡戴卡轮毂的摊
薄成本之道。三门峡戴卡轮毂产量都是按重量核算，每月产量在 3000
吨左右，成本核算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据测算，每公斤产量节
省一分钱，每月就能节省 3万元成本，每年可以节省成本 37万多元。

今年前五个月，三门峡戴卡轮毂完成营业收入 34778.87万元，实现
利润 1833.52万元，同比增长 67.86%。“继连续三年迈上三个新台阶之
后，2015年，我们提出全年盈利 4000万元的目标，争取重组后第四年再
上一个新台阶。”6月 16日，三门峡戴卡轮毂董事长曹士强对记者说。

6月 12日，固始县电业局职工在进行农网维护。 高 伟 摄

专家“智囊团”
助力能源大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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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本报讯 6月 3日至 12日，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等 12
家单位对灵宝换流站进行以设备
技术改造、隐患治理为主的集中检
修，确保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间该
站设备安全稳定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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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总换流

容量达到 1110兆瓦。本次年度检
修为灵宝换流站建站以来首次双
单元同时停电检修，现场工作量
大、时间短、交叉面多，包括 36 个
工作面的常规预试定检、5项技术
改造、9 项设备大修、13 项精益化
评价治理、42项缺陷处理。

（姬文慧）

我国首座国产化直流背靠背换流站

首次双单元同时停电检修

本报讯 6月份，许昌供电公
司以“加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
产”为主题，开展“安全生产月”系
列活动，以强化各级人员的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确保迎峰度夏
可靠供电。据介绍，该公司在“安
全生产月”中开展 9 项活动，全方
位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其中，6月
16 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
活动，向社会宣传《电力法》、《电
力设施保护条例》及电力安全知

识；针对夏季电力负荷高和易发
生台风、雷暴雨、洪涝灾害等情
况，开展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
活动；参与安全生产影视作品创
作及展映活动、进行安全生产书
画、摄影作品评选；组织开展隐患
排查、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集中开
展一次大规模的隐患排查和打非
治违专项行动，全面查找整改安
全隐患，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强化
安全生产措施。（寇宝刚 韩学伟）

许昌：“安全生产月”促迎峰度夏

三门峡：突击演练迎夏峰
本报讯 6 月 14 日晚 19 时，

三门峡供电公司生产调度一声令
下，多专业应急演练人员迅速集
结到 220 千伏甘棠变电站演习现
场。各专业人员分工协作，从查
明事故原因到抢修结束，共用时
近两个小时。这是该公司响应省

公司“安全生产活动月”工作部
署，突击进行的全方位、多专业应
急演练活动，旨在有效应对夏季
用电高峰的到来，维护电网稳定，
尽全力避免电网设备突发事件对
社会用电造成影响。

（梅纪东 张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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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 锐

闫磨生：点亮深山 30年

30年前，曾在老山前线英勇作战的闫磨
生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被用电困扰不堪，
毅然担当起卫辉市供电公司狮豹头供电所
农电工。

如今，55岁的闫磨生收获颇丰：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优秀复转军人十大新
闻人物奖……他说，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这
些奖项，而是能让群众安心用电。

“俺这儿太偏，都是山，很少有人愿意干
电工，太辛苦，收入还低。”提起电工这差使，
闫磨生感慨地说。

狮豹头乡位于平均海拔近千米的群山
中，供电线路零星地分布在周边十多个山头
上，3700多米线路、49基供电杆塔、2座配电
台区隐没在乱石从中，而且绝大多数地方都
没有路，车辆一概不能用，交通只能靠徒步。

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闫磨生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奔波着。1998年农村电网改
造期间，他曾经一个月穿坏了 4 双绝缘鞋。
如今，工作中的任何艰难对于闫磨生来说都
已是平常之事了，倒是驱赶着盛夏的蚊虫、
欣赏着严冬的冰挂成了他工作中的一道风
景。30年来，靠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坚韧不
拔的品性，闫磨生坚守着狮豹头乡 6 个村、
40多户居民的光明。

2012 年 2 月的一天，天空下着雨，闫磨
生像往常一样去巡视变压器，突然发现几个
黑影在配电房周围鬼鬼祟祟地打转。“干什
么的？”闫磨生大吼一声，只见那几个人撒腿
就跑。“有人偷变压器！”他一边喊，一边追了
上去……最终变压器保住了，可是由于天黑
路滑，他不慎掉入路旁的蓄水池中，摔成了
脑震荡。

住在后山村的张大娘，孩子常年在外务

工，家里只要停电，就首先想到闫磨生，只要
接到电话，闫磨生也总是及时赶到。有时
候，为了给张大娘换只灯泡，她要走几十里
的山路。“虽说换个灯泡、安个开关不是多大
事儿，可老人行动不便，没人帮忙的时候我
就得上！”闫磨生说。

“现在别说停一天电，哪怕停一个小时
电，老百姓就不习惯了。去年冬天，闫磨生
和同事们靠着肩扛绳拽愣是把改造 4290米
10千伏线路需要的线杆、导线、瓷瓶、横担等
物资背到了山上。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山
沟里，他们风餐露宿、加班加点架线接电，高
标准地完成了改造任务。送电那天，村民们
无不称赞老闫办了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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