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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观察

姚玉洲：20年环卫情怀不改

三问济源变电站
缘何遭遇“落地难”

紧盯“五大目标”
努力实现新跨越

围绕“转型发展”，紧盯“五
大目标”，做到“五个坚持”，全力
推动郏县经济社会实现新跨越

声音

韩宏亮

近年来，郏县紧紧围绕建设“富

裕文明、生态宜居、平安幸福”新郏

县目标，克难攻坚、务实重干、开拓

奋进，全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群众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在今后的工作中，郏县将认真

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和平顶山市第

九次党代会精神，围绕“转型发展”

这一主题，紧盯“五大目标”，做到

“五个坚持”，全力推动郏县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新跨越。

围绕打造“富裕郏县”目标,坚

持 创 新 发 展 ，加 快 推 进 新 型 工 业

化。紧紧围绕装备制造和医药两大

主导产业，实施创新发展，打造中部

地区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重

要的医用制品生产基地。改造提升

铁锅传统产业，着力打造全国知名

的铁锅生产基地。大力发展新型墙

体材料，加快磨料磨具行业发展。

围绕打造“美丽郏县”目标，坚

持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

体化。完善城镇发展规划，积极推

行城乡总体规划与各专项规划的

“多规合一”，确保一个规划“一张蓝

图”绘到底。以县城为核心，加快城

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城区承

载能力；以中心镇为支点，按照打造

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旅游名镇和特

色小镇的发展思路，扎实稳步推进

小城镇建设。以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为抓手，按照“规划科学、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宜居宜业”的目标，保护好

传统建筑，整治好人居环境。

围绕打造“宜居郏县”目标，坚

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

任制，持续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

程”，深入开展大气、固体废物、水体

污染治理工作；以积极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中国长寿

之乡”等为载体，建好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积极推进

生态乡镇创建工程，到 2020 年全县

省级以上生态乡镇达到 12个。

围绕打造“幸福郏县”目标，坚

持共享发展，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聚焦影响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平

的突出问题，深化就业创业、教育公

平、医药卫生、社会保障、投融资体

制等领域改革。通过就业扶贫、教

育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精准扶贫

措施，到 2018年年底前，全县所有贫

困村和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围绕打造“文明郏县”目标，坚

持和谐发展，全面从严管党治党。

持续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不断

完善“4+4+2”制度体系建设和基层

党建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党风廉

政建设制度机制，不断扎紧制度笼

子；坚持以实干论英雄、凭实绩用干

部，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为如期建成全面小康提供坚强有力

的政治保障。7
——郏县县委书记韩宏亮谈如

何全力推动郏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新跨越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
员 王应钦 宁建鹏 整理）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中心城区
为何停电事故频发

2016 年 1 月 27 日 18 点 30 分，济
源市北海大道东段发生停电事故，停电
时间超3个小时。

6月20日11点40分，济源市北海大
道中段发生停电事故，持续一个半小时。

8月 24日 11点 50分，10千伏济
源市沁园南线17号杆的电缆线与柱上
开关连接线突然烧毁，整条线路全线

“罢工”，附近区域较大范围停电……
近几年，在济源像这样给居民的生

产生活造成极大影响的停电事故，几乎
每年都要发生数次。

是济源市的电不够用吗？
“济源电网整体供电能力不仅够

用，而且富余。”11月 9日，济源供电公
司总经理徐建肯定地说。据该公司提
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济源电网最
高负荷近110万千瓦，电网供电能力则
高达130万千瓦。

“济源并非无电可用，而是电力难
以有效输送到用户手中。”徐建形象地
打了个比喻——电力如同汽车，电网如
同马路。如果道路狭窄拥堵，车能顺畅
到达目的地吗？“因为缺乏足够数量的
变电站作为电源支撑，一旦变电站不堪
重负，随时可能造成非正常停电。”

“北海路段半年内两次出现区域
性非正常停电事故，就是因为堰头
110 千伏变电站长期超负荷运转，主
设备温度过高，不堪重负。”济源供电
公司调度中心主任黄高潮介绍，该变
电站承担着中心城区多个主要路段区
域的供电任务。这些区域人口密集、
商业集中，由于缺乏一个中心枢纽变
电站“搭把手”，致使该变电站供电半
径过长，经常出现“小马拉大车”的超
负荷运行状态。

“最大负荷 3.6 万千瓦，但在用电
高峰期常常骤升到 4.3 万千瓦以上。
长此以往，怎能不出问题。”黄高潮对
此非常无奈。

变电站建设
缘何难住施工队

要把电能传送到居民家中，首先要
建设变电站，将电厂的高压电经多层级
的变电站、变压器逐级降压，直至降到
民用安全电压后再行输出。

据资料显示，目前济源的全社会用
电量居我省第16位。与其售电量差不
多的漯河，中心城区110千伏变电站有
8个，且在建的还有2个，而济源中心城
区110千伏变电站仅有2个。

“中心城区急需建设一批变电站，
却遭遇‘落地难’。”济源供电公司副总
经理金翼说，“不是政府不想建，现实情
况是只要在居民区建设变电站、架设变
压器，有时哪怕只是安装个电杆或铺设
条电缆，都会遭到居民抵制。”

110千伏济水输变电工程就是一
个真实的案例。按照规划设计，位于济
源市中心城区的 110千伏济水输变电
工程原定于 2013年 8月开工，规划站
址为济源市区望春剧场。不料，工程队
准备施工时遭到附近居民强烈抵制，群
众以电磁辐射影响身体健康为由阻止
施工，导致工程停滞。2015年 4月，在
政府的支持下，对望春剧场的拆迁已经
完毕，但工程队进场施工时再次受阻。
时至今日，已经拆掉的望春剧场仍是一
片废墟。

居民都“喊渴”
为啥又拒绝“掘井”

频发的停电事故，给居民生活带来
诸多不便。居民为何又阻建变电站呢？

11月 10日，济源市望春园社区的
不少居民向记者道出心声：主要是害怕
变电站有电磁辐射，建在家门口影响健
康。居民田桂兰的话颇有代表性：“我
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辐射，很多人都说
有，我也就信了。”

那么变电站到底有没有辐射，会不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2014年 10月 22日，央视《焦点访
谈》专门关注“变电站有没有电磁辐
射”的话题。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
子工程学院教授崔翔在节目中说，变
电站产生的电磁场一般称为工频磁
场，根本不会产生所谓的电磁辐射。
那么工频磁场会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
影响呢？节目中，监测人员选择了离
220千伏变电站5米的地方进行测量，
数值显示，工频磁场是 1.3—1.4 微特
斯拉，强度不及家用电吹风的二分之
一。也就是说，变电站周围的电磁环
境强度还不如我们正常使用电吹风等

家用电器的数值高。
“真心希望更多的媒体能够将真

相告诉广大群众。”张化平是一名“老
电力”，他在变电站已经工作了 33年，
身体倍儿棒。他认为大家的担心都是
因为对此缺乏了解，以讹传讹。记者
采访中，许多电力职工也表达了共同
的心声。

针对部分居民“希望将变电站建得
距离居民区远一些”的想法，多次参与
变电站规划建设的济源市城乡规划局
副局长陈晓林说：“变电站的供电半径
和能力是有限的，就像城市供水系统需
要隔一段距离设置泵站一样，只有在城
市负荷密集区建设变电站，才能满足居
民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

国家电网公司高级工程师、中科院
院士陈维江曾撰文指出：“在城市负荷
密集区，1个 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半
径一般在1.5千米左右，超过这个范围
就会导致电能质量下降。”7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摄影报道

11月 14日，孟州市化工镇三联
种植专业合作社门前，三四名工人
正忙活地往一辆挂着“京B”牌照的
货车上装杏鲍菇。一旁的客商说他
来自北京，是这里的老客户，每周都
会往返京城和孟州三趟，运走30多

吨杏鲍菇。“这儿的菇新鲜环保、口
感纯正，根本不愁卖。”他说。

三联合作社是一家现代食用菌
企业，2013年9月建成投用，现日产
新鲜杏鲍菇10余吨，年产值2500万
元，实现利润1000万元。合作社现
已带动当地20多家农户从事杏鲍菇
生产，为300余人安排了就业岗位。
合作社理事长宋冬玲介绍说。7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彭葳

晨光下，夜色中……多少年来，在
鹤壁市山城区的街道上，总有一个身影
不知疲倦地奋战在环卫工作第一线，他
就是姚玉洲。

1992年毕业从事环卫工作，从一
名普通垃圾处理工干起，20多年来，姚
玉洲对环卫事业的执着追求从未改
变。如今，作为山城区环卫战线的领头
雁，他用无声的行动践行着“宁愿一人
脏，换来万人洁”的职业追求。

“三城联创”（国家卫生城市、全国
园林城市、省级文明城市）是今年鹤壁
市的一项重点工作。山城区作为老城

区，面貌与新区相比有一定差距，从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这里决定着全市创卫
工作的成败。姚玉洲所在的山城区环
卫处直接承担着城区主次干道72个路
段面积达 155万平方米的清扫保洁和
17个垃圾中转站、沿街43座公厕的管
理任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对于姚玉洲和他的环卫队
伍来说，这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硬仗”。

为了不拖全市创卫工作的“后腿”，
姚玉洲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到主要街道巡查清扫保洁情况。午
饭时，经常是跟大家一起在街上随便吃
点就对付了。夜深了，热闹一天的大街
渐渐沉寂起来，姚玉洲仍然精神十足地

忙碌着。有同事替他算了一笔账，一天
下来，姚玉洲步行巡查街巷近10公里，
带领职工收集转运垃圾160多吨。

8月份以来，新一届山城区委把卫
生城市创建作为攻坚战来打，实行网格
化管理，对环卫工作的要求更高了。为
避免清扫断档，山城区环卫处将主要街
道保洁时间由原来的不到12小时增加
到不低于16小时，实行多班倒，作为这
里最大“官”的姚玉洲与职工同作战、连
轴转。

“检查与不检查一个样、节日和平
常一个样、繁华地段和城乡接合部一个
样”，这是创卫期间姚玉洲立下的“规
矩”。国庆长假，姚玉洲带领着他的创

卫队伍，一天也没有休息，他们像一道
道橘色风景线点缀着山城的大街小
巷。节后上班第一天，多数人还沉浸在
节日气氛中，姚玉洲却因为劳累过度，
突发心梗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8月份体检，医生就建议他住院
治疗，可他总说工作忙，一推再推，这次
幸亏离医院近，抢救及时……”姚玉洲
的妻子杨晓梅话说到一半，就忍不住掉
下眼泪。

“姚玉洲是我们党员干部学习的
榜样，他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点
赞，也让大家量出了一名环卫处长的
长短与分量。”山城区委书记常玉轩
说。7

小菌菇勇闯大市场

图片新闻

至今，早已拆掉的望春剧场仍是一片废墟，规划中的变电站建设仍遥遥无
期。7 成利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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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本报通讯员 李建国

与广大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的变电站究竟有没有辐射？记者查
阅了大量资料以及近年来刊登或播发
在国内多家知名媒体上与此有关的新
闻报道，将其中部分观点摘录如下，以
飨读者。

电磁辐射纯属无稽之谈

人们抵制变电站的原因，不外乎是
担心电磁辐射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但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
存在的。虽然110千伏的电压的确很
高，但其对人体产生的辐射作用却连手
机都不如。那么，变电站产生的电磁波
携带有多大的能量呢？答案是——这
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因为变电站几
乎不会辐射出电磁波。

在临近输变电线路或电力设施的

环境中，电场和磁场单独存在，并不像
高频电磁场那样以电磁波（如无线电
波、微波等）的形式形成电磁能量辐
射。也就是说，输变电设施产生的是
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而非电磁辐射。

对于靠近变电站会受辐射危害的
说法，几位专家强调了一个概念，变电
站是不存在辐射的，它有的只是工频
磁场。监测变电站场强的场强监测仪
的数据监测作用，通俗来讲，是为了防
止场强超标，发生触电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暴露在我们
居住环境中的极低频的电磁场，不会
导致包括DNA在内的生物分子直接
受损，不可能引发疾病。迄今为止的
动物实验结果显示：110千伏以上变
电站产生的极低频磁场属于低频，不
会引发病变，是安全的。

其实，变电站产生的极低频电场
和磁场是以“场”的形式存在，根本不
会形成辐射，无法向外界辐射能量。
电磁辐射通常是通过天线向外进行发

射的，而电力设施在周围环境中产生
的是工频电场与工频磁场，因此不可
能在其周围（所谓“近场区”）形成有效
的电磁能量辐射。

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对
人的危害还不及手机和电吹风

工频电场对环境的影响大小主要
取决于能量的强弱。由于高压输变电
工程采用 50HZ的极低频率工频，因
此输变电工程中的工频电场不会对人
体造成任何伤害。由于家用电器工作
时往往距离人体太近，其产生的电磁
辐射反而要远远大于输变电工程。

变电站到底有没有辐射?辐射多
大?会不会影响健康?国家环保部和福
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专家，对福州市
一个变电站和周边小区进行电磁辐射
检测。结果显示，即便在变电站核心
区域，电场强度也仅为国家标准限值
的四万分之一，甚至辐射值远小于电

吹风产生的。“即使是离变电站最近的
检测点所测出的辐射值，也远远不及
电吹风的辐射值。”环保部电磁环境标
准组专家王毅说，“高压线变电站有电
磁辐射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变电站的电磁辐射究竟对人体有
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记者采访了
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称，
近年来，省环保厅接到众多有关输变
电工程、广播电视、移动通信基站、雷
达等设施产生电磁辐射，影响市民生
活的投诉与反映。他认为，市民的担
心正常，但没有必要“谈辐而色变”，它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变电站的
磁场对人体影响极其微小，也可以说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运行中的高压设备所产生的工频
磁场，与家用电器的局部磁场相比是很
弱的。母线旁居民建筑物内外的工频
强度，绝对在国家标准和参考标准规定
的安全范围之内，不会对人体健康及居
民正常生活产生任何不良影响。从个

人所学来看，几百米外的变电站对人的
辐射可能比你所使用的手机辐射还小
（手机是高频）。

不少专家表示，真正可能影响人
类健康的是高频电磁场。美国全国环
境卫生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表明，较
高水平的电磁场并非来自高压输变电
线路，而多由各种频率的电加热设备
和家用电器等产生。

为什么一定要建在人群
密集的地方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现在城市供电的负荷密度越
来越大，变电站的可供半径越来越小，
这也是为什么变电站要选在居民较为
集中的地方建设。变电站只有靠近用
户，形成网状合理的分布，才能保障城
市的合理供电、用电，才能使每个居民
都能用上放心的电、安全的电。

以往用电紧张的时期，老百姓乐于

建变电站，且变电站一般都建在负荷中
心，现在的变电站也需要建在负荷中
心，才能有效负荷。一个110千伏的变
电站，它的10千伏变电范围按照武汉
市的供电密度来看，就是以两公里为半
径画圆的大致区域，超出这个范围，会
有超负荷的情况出现，影响供电，所以
必须建在住宅小区较为密集的地方。

“变电站是服务市民、造福社会的
重要基础设施。”深圳供电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按照常规，在城市负荷密
集区，1个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半径
一般在2000米左右，超过这个范围就
可能导致电能质量下降，电压不稳。“就
好比社区居民多了，就会在附近增加设
置公交车站方便市民出行一样，电网企
业为了保证居民日益增加的用电需求，
有效保障可靠供电，就需要在负荷密集
的居民区附近建设变电站。实际上，变
电站建在社区附近在我国香港和新加
坡、美国等发达国家都非常普遍，且实
践证明也是合理可行的。”

变电站不会发出对人体有害的辐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