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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本报通讯员 张 静

如果说主网是电网的主动脉，那么配电
网就是电网的毛细血管。配电网像毛细血
管一样将电力输送到电网的每一个组织细
胞，并最终完成供电任务。长期以来，由于
投入不足，河南配电网薄弱问题突出。今年
以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持续加大农网建设力度，严格工程进度
管控和质量管理，集中治理低电压，加快扭
转配网发展滞后局面。

把握机遇 加大电网投入
“改造后，俺们再也不用等到夜里两点

以后磨粗粮了。”11 月 1 日，叶县任店镇双河
营村老兵石磨面粉厂的负责人李艳飞高兴
地说。

让更多像李艳飞一样的普通农户拥有
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是国网河南电力长久
以来的奋斗目标。

根据 2015 年年初综合计划安排，省电力
公司将为 110 千伏及以下配电网投资 126 亿
元。7 月至 8 月，该公司紧紧抓住国家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机遇，争取
新增 2015 年度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投资 90 亿
元、城镇电网投资 62 亿元。至此，今年河南
省安排 110 千伏及以下城乡配网投资 278 亿
元，10 千伏及以下配网（含户表工程）投资
191 亿元。河南省省长谢伏瞻称赞：“既有利
于稳增长，又真正做到了惠民生。”

目前，河南省 10 千伏及以下配电网投资
29.3 亿元。第一批城市配网和县域配网工
程已经完工，投资 17.5 亿元；第二批城市配
网和县域配网已开工建设，投资 7.1 亿元；
2015 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投资 1.2 亿元，新
增的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刚完成初步设计评
审工作，计划 11 月份全面开工建设。

按照规划，到 2017 年年底，河南省 110
千伏变电站将覆盖所有的产业集聚区，35 千

伏及以上变电站覆盖所有乡镇，10 千伏配变
覆盖所有村庄；农网 10 千伏户均配变容量达
2 千伏安以上；35~110 千伏主变和线路 N-1
通过率 100%，城市（含县城）和产业集聚区
10 千伏线路互联率 100%，10 千伏户均配变
容量达 2.5 千伏安以上；郑州、洛阳核心区供
电可靠性达 99.999%，其他城市、县城、农村
年户均停电时间分别不超过 1 小时、3 小时
和 9 小时。预计到 2020 年年底，河南省基本
建成现代配电网。

加强管理 提升建设水平
“全年投资创新高，要优化资金使用，将好

钢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地增强供电能力。”省
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负责人王正刚说。

为强化配电网建设管理，8 月 19 日，省
电力公司专门成立配电网工程建设办公室，
负责县域 10 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程建设和
户表改造管理工作，归口管理农村电网改造
升级工程，进一步强化管控，确保顺利完成
电网建设任务。

为了让“民心工程”成为“放心工程”，国
网河南电力规范管控前期计划、建设实施、竣
工结算等环节，推进工程依法合规建设。该
公司开展农网优质工程创建活动，利用日常
质监、季度质量巡检、示范工地创建、施工技
术交流等手段，强化工程质量管理，促使新建
35千伏及以上工程全部达到优质工程标准。

省电力公司优化投资方向，强化配网骨
干网架，优化 110 千伏和 35 千伏电源布点，
完善配网网架，加快解决农网薄弱地区的供
电问题。该公司着眼长远，综合运用插点

（新增布点）、增容（调整容量）、移位（台区配
变迁移）等手段，保证建设改造一次到位，避
免 5 年内重复建设。同时，该公司坚持电网
建设与技术改造并重、管理措施与技术措施
并举，逐步形成低电压常态化综合治理长效
机制。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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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治理的常态化。该公司所属各单位通过
走访客户、实际测量高峰负荷、营业普查等
方式，编制低电压客户档案，按照重过载设

备一线一策、一变一策原则，诊断分析低电
压客户，根据轻重缓急原则开展分类治理；
逐线路、逐台区开展供电能力调查，做好配
电线路改造、配变台区增容和负荷转移工
作，持续提高配变台区供电能力。

深化治理 畅通电网脉络
“改造过后，家里的电器都能同时使用

了，我再也不用为用电问题发愁了。”10 月 15
日，在许昌县灵井镇灵北村，看着改造一新
的低压线路，村民张志永感叹不已。今年，
许昌市共有 4.2 万户客户彻底告别了低电压
困扰，用上了舒心电。

2010 年以来，省电力公司持续开展低电
压治理工作。截至 2014 年年底，该公司累计
投入资金 75 亿元，解决了 302.84 万户居民的
低电压问题。今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将低电
压治理列入 2015 年度十大重点民生工程。
省电力公司将其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制定全
年完成 120 万户低电压治理任务的目标，为
明年彻底消除低电压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省电力公司畅通电网脉络，让电力通达
全省每一个角落。该公司着力解决供电“卡
脖子”和报装受限问题，加强低电压治理，优
先提高供电能力，确保 2016 年年底前完成剩
余 145 万户的低电压治理任务，保障民生用
电。为了加快革命老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
的电网建设，该公司将 2015 年度第一批国家
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的 5 亿元资金全部安排给
全省 53 个贫困县。

县供电公司一直是低电压治理的主力
军。省电力公司加强县供电公司投资计划
管理，鼓励县供电公司自筹资金用于电网建
设改造。该公司在县供电公司农网投资、自
有资金投资及贷款融资 3 方面实行“一县一
策”策略，优先解决电网建设和低电压治理
问题。今年以来，该公司所属县供电公司已
经自筹 19.6 亿元用于农网建设。

“我们将进一步争取政策支持，争取 2015
年至 2017 年农村电网总投资达 500 亿元，基
本消除低电压问题，更好地服务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省电力公司主要负责人表示。

强 配 网 惠 民 生
—— 我 省 加 快 配 电 网 建 设 侧 记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张 冬

11 月 2 日上午，省政府安委会全体扩大
会议暨黄标车淘汰推进会议在郑州召开。
会议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我省油气输送管
道隐患整改率在全国属中等偏下。

缘何我省重点推进的油气输送管道隐
患整治工作未能跻身全国先进行列？油气
输送管道隐患治理究竟难在哪儿？

隐患治理难在是系统工程
我省是全国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油气

管道重要枢纽，也是油气消费大省和大型石
化基地，境内油气管道总里程已达 7034 公
里，运行超过 10 年以上的油气管道有 2240
公里。由于我省油气管道建设较早，部分管
道老化情况严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迅
速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管道周边乱
挖、乱钻、乱建和直接占压情况日益增多。

“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点多面广，整
治工作涉及各个方面，隐患治理难就难在是
需要各方配合协同的系统工程。”河南省油
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些隐患整治需要投
入的资金多、涉及方面广、协调难度大，多是
难啃的“硬骨头”。

“安全隐患的形成，有当地政府的原因，
也有企业的原因，谁也不能置之度外，一旦
出了事故，当地政府和企业谁都脱不了关
系。”这名负责人指出，隐患整治应认真算
好政治账、民生账、影响账“三本账”，采取有
力措施坚决啃掉整改责任落实难，整改方案
落实难，整改资金落实难“三个落实难”以及
各级领导认识不到位、监管不到位、政策不
到位“三个不到位”的“硬骨头”。

重大隐患治理是攻坚主导方向
“今年以来，在各地、各有关部门和企业

的共同努力下，我省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改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排查出管道隐患
1667 处，截至 9 月底，已整改 1269 处，整改率
达到 76.12%。”省政府安委会副主任、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刘宛康说。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我省排查出油气输送

管道重大隐患78处，已整改49处，整改率只有
62.8%；较大隐患 207 处，已整改 145 处，整改
率也只有 70.05%，上述两项均达不到整改平
均水平。此外，一般隐患1382处，已整改1075
处，整改率 77.79%，超过整改平均水平。全省
18个省辖市和 10个直管县（市）中，济源市、汝
州市、长垣县、邓州市、永城市、鹿邑县无管道
隐患。开封市、鹤壁市、商丘市、固始县 4个市

（县）隐患整改任务已全面完成。
“全省整体进度与既定的整改目标相

比，工作进度还有差距，不能盲目乐观，仍需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刘宛康表示，油气输
送管道隐患整治是我省今年的重点工作，重
大隐患治理是我省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
攻坚战的主导方向，力争今年年底重大隐患
大头落地、整改基本完成，确保全省油气输
送管道隐患整改率达 85%以上。

整改不力将被视为懒政怠政
进入 11 月，离年底不到两个月时间，我

省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工作再“加码”。

在省政府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黄标车淘
汰推进会上，郑州市、新乡市、许昌市因到年
底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遗留任务相对较
大，被要求上台说明情况。

不仅如此，郑州、洛阳、平顶山、安阳、新
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信
阳、周口、驻马店以及巩义、滑县、新蔡等 17
个市（县），分别向省政府递交了油气输送管
道隐患整改保证书。到今年年底，平顶山、
濮阳、南阳、驻马店、周口、信阳、巩义、兰考、
新蔡等 9 个市（县）可全部完成隐患整改任
务。记者看到，每个市（县）的保证书上的最
后一条均为“如不能完成上述目标和任务，
愿承担相应的责任追究”。

记 者 了 解 到 ，对 于 递 交 保 证 书 的 市
（县），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将建立台账，对
整改进度慢的，采用现场督导、约谈、媒体曝
光等方式跟踪督办，并及时移交省政府懒政
怠政专项治理办公室。对逾期没有完成整
改任务的，省政府安委会将及时启动问责机
制，严肃追究责任领导和相关部门、企业负
责人的责任；主要责任在企业的，将果断采
取停输停用等强制措施，决不姑息迁就。

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治理难在哪儿？

本报讯“正是有了你们的贴
心服务，我的枣园才有这番好收
成，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的服
务比枣甜。”10 月 31 日，固始县泉
河铺镇安山冬枣园负责人田开兵
向前来检修配电线路的该县供电
公司员工说。

田开兵投资 2000 多万元，引
进适宜固始地方种植的山东沾化
冬枣，千亩冬枣园增加了泉河安山
周边 200 多留守人员的收入。该
园实行科学生态种植管护，冬枣种
植除了日常施肥、修剪外，还需夜

间增加光照以促进冬枣提前上市
和品质提高。但不少村民缺乏安全
用电常识，致使出现私拉乱接等违
规用电现象，给枣园安全生产带来
隐患。为此，固始供电公司员工开
展用电安全进枣园活动，深入枣园
为农户检查输配电线路，针对可能
存在的电线私拉乱接现象进行整
改，现场解答枣农提出的安全用电
问题，向枣农们发放安全用电知识
手册，以不断提升其安全用电水平，
解除枣园安全用电隐患。

（高 伟）

10 月 30 日，在 10 千伏唐胜线
带电接火勘察现场，仔细观察了
54 号杆塔周边环境后，洛阳供电
公司配电运检室带电作业技术员
张坷发现杆塔旁边杨树顶端较为
茂密，当即致电工程负责人，要求
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对人严苛，对事严谨，这是 35
岁 的 张 坷 对 自 己 的 基 本 要 求 。
2003 年到洛阳供电公司至今，凭
着一股钻劲儿和拗劲儿，张坷先后
获得“河南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

“河南省技术能手”、“河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在很多同
事眼里，他就是，能人“严坷张”。

2012年，洛阳供电公司组织电
力可靠性专业竞赛，张坷主动报名参
加，在连续数月的集训中，他没有任
何的节假日和休息日，每天早上7点
左右起床，晚上 12点才休息，读书、
做题、上机练习，以至于有个头疼脑
热的小病，也咬咬牙坚持挺了过去。
甚至，当其他同事已经进入梦乡，张
坷还跟着了魔似地继续捧书学习。

在赢取胜利的路途上，张坷总
是冲在最前面那个人。2009 年至
今，张坷的荣誉证书塞满了他的办
公室抽屉。在各类团体竞赛中，张
坷为洛阳供电公司摘金夺银，竞赛
专业囊括了检修、输电、变电、配电
等多项重要专业技能。

在洛阳供电公司先后推广上
线生产管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
生产业务系统期间，张坷一头扎进
各业务系统功能的应用学习中，并
凭借着毅力和坚持，迅速掌握了各

业务系统要领，还帮助其他同事分
析学习，解决使用新系统中遇到的
各类问题，成为 PMS、GIS 等业务
系统的专家“能人”。

该公司推进营配数据贯通期
间，张坷又一次担负起工区配电数
据对应工作。他认真指导其他新
进员工学习 GIS 系统绘图功能，熟
悉 GIS 系统台账录入及与 PMS 数
据进行关联对应的步骤，解决过程
中产生的问题，提示关联中需要注
意的事项，迅速带领一批人掌握了
GIS 系统的运用，为工作顺利开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丝不苟、扎实肯干是张坷留
给所有领导同事的印象。

在配电运检室配电抢修指挥
班新成立时，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完
善，张坷与同事们经常加班到夜里
梳理各项业务流程，讨论抢修指挥
业务要求，建立了配电抢修指挥短
信模板，方便抢修事项告知、抢修
业务通知、抢修问题反馈、恶劣天
气预警等业务实施，为抢修工作有
序开展和接受监督创立了条件。

从事带电分析时，张坷每日记
录每一项带电作业减少停电的户
数，作业时的电流值，计算带电作业
减少的停电时户数总和，计算带电
作业化率，统计分类带电作业次数
等等，从未出过差错。全年 2000多
次带电作业的认真记录、统计以及
计算，使所有带电作业票在 PMS 系
统中全部完成录入和工作票流程。

这么多年是怎么做到的？在
面对疑问时张坷总是在心里默念：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脱
缰野马，易放难收。”

张坷：摘金夺银敢争先

孟津：高效服务家庭光伏发电
本报讯 11 月 2 日，孟津县供

电公司光伏发电服务小组成员来
到平乐镇东赵村，为村民周西欣的
家庭光伏发电项目检查并网计量
控制及多晶硅电池板连接线等，确
保其家庭光伏发电项目能够在冬
季正常运行。

今年以来，孟津县供电公司
从政策宣传、技术咨询、业务受
理、简化流程、并网服务等方面，

积极为光伏发电项目提供全程上
门服务，开辟绿色服务通道，主动
协助光伏项目客户填写并网申请
表，提供接入系统方案制订和咨
询服务，并开展好项目核准、验收
调试、设施设备安装等工程建设
后续工作；建立跟踪服务的长效
机制，主动开展技术咨询、业务指
导等专业定制服务，大力推进全
县光伏项目快速发展。（刘伟韬）

新乡：供电线路穿上“防护衣”
本报讯“瞧，那一闪一闪的东

西就是高压警示灯，是最新的防止
车辆误碰供电线路提醒装置。”11
月 2 日，新乡供电公司输电运维部
员工为一条 110 千伏跨路拉线安
装了最新的高压警示灯，对过往车
辆起到提醒作用。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供电线路
遍布城市、乡村，跨越公路、桥梁，但
由于大型机械使用频繁，遇到扬尘

或雾霾天气能见度低的时候，容易
导致来往车辆、施工器械误碰供电
线路，从而形成安全供电隐患。新
乡供电公司把新引进的高压警示灯
直接装在高压线路导线上，通过太阳
能获得工作电源，并采用了特殊发光
器件，不仅亮度高，而且穿透力强，能
在 500 米范围实现 360 度全视角全
方位预警，有效预防和减少电网安
全事故和人员伤亡发生。（张文哲）

渑池：做好督察确保电网安全
本报讯 11 月 1 日，渑池县供

电公司组织督察人员对 35 千伏黄
花运维站及 3 处施工点进行了设
备隐患集中排查，进一步增强作业
现场全方位、全过程管控，做好现
场勘察，加强现场反违章工作，确
保县域电网安全迎峰过冬。

该公司成立了 4 个督察小组，
加强施工队伍现场安全管理，消除
现场作业危险点，实现现场作业安

全可控、能控、在控；对供电所、变
电站安全工器具进行试验，规范管
理。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开展电网
运行分析，制定风险预控，防止大
面积停电事故。各供电所做好设
备日常巡视特别是重点线路和配电
设备的运行维护，确保电网设备健
康运行。截至目前，已经发现线路
隐患7处，并已全部整改完成。

（徐晓丽）

固始：服务贴心比枣甜

增容改造迎冬峰增容改造迎冬峰

▲10 月 29 日，巩义市供电公司组织 30 余名工作人员对 35 千
伏夹津口变电站 2 号主变进行增容改造，将原来 6300 千伏安的主
变更换为 10000 千伏安。这将有效缓解设备负荷压力，改善该区
域电网运行状况，提高居民的用电可靠性。 柴进峰 摄

◀10 月 27 日，光山县供电公司组织变电检修员工为 110 千伏
紫水变电站新装一组高压并联电容器，为该站迎峰度冬和春节期
间保供电再添保障。 张 磊 摄

10 月 30 日，济源供电公司电力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组塔、架线，对共计 81 基铁塔进
行线路改线。 张娇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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