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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郝党强

我省加快推广电能替代又添新动
力。3月 27日，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获悉，截至目前，我省首批 10
个省辖市 48家燃煤锅炉、燃煤窑炉、
拥有燃煤自备机组企业等已完成电力

“打包交易”代理，合同替代电量总计
3.014亿千瓦时，共为客户节约各类费
用 1600多万元。这也标志着我省自
去年年底起推行的“打包交易”试点工
作基本完成。

那么，什么是“打包交易”？它是
如何运作的？又能带来哪些成效呢？
记者进行了采访梳理。

什么是电能替代
“打包交易”？

打包交易是一个“政府主导、政策
支撑、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机制。
打包交易参与方包括电能替代高压电
器客户、国网河南节能服务公司及相
关发电企业、电网企业。根据省发改
委相关文件规定，对于2016-2017年
实施电能替代的燃煤锅炉、燃煤窑炉、
拥有燃煤自备机组企业等客户，符合
参与条件的，将由国网河南电力市(县)
供电公司协同当地发改委进行认定，
由供电公司为其办理业扩报装手续，
并与国网河南节能服务公司签订代理
协议，通过“分表计量、集中打包”，作
为一个整体参与直接交易，享受相关
政策优惠。

国网河南电力营销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由于单个实施改造的燃煤锅炉、
燃煤窑炉、拥有燃煤自备机组企业等
客户用电电压等级偏低、电量偏小、用
电类别多，大部分不满足大客户直接
交易准入条件。“打包交易”突破了申
报流程中的这一瓶颈，切实解决了“散
户”参与电能替代用电成本高的问题，
提高了客户改造的意愿，同时替代电
量作为增量，不扣减发电企业基础电
量，也增加了发电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对于加快推进电能替代作用明显。

“打包交易”机制
是如何运作的？

具体包括代理服务和直接交易两
个过程。

一是代理服务。对符合参与条件
的用户由市（县）供电公司协同当地发
改委、环保局进行认定并由供电公司
为用户办理业扩报装手续；节能公司
与用户签订第三方代理协议；节能公
司、电能替代用户与供电公司三方签

订《电能替代供用电合同》；用户按照
合同中确定的用电价格向市（县）供电
公司缴费，节能公司的代理服务费由
供电公司支付。

二是直接交易。节能公司与发电
企业协商交易成交电量并签订《电能
替代购售电合同》；节能公司、发电企
业、省电力公司签订《电力用户与发电
企业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节能
公司与发电企业就交易电量、交易价
格、交易时段、分月计划协商结果提交
至交易中心经安全校核后，确认交易；
省电力公司与发电企业结算交易上网
电费。

符合2016-2017年实施电能替代
的燃煤锅炉、燃煤窑炉、拥有燃煤自备
机组企业等用户，填写“电能替代用户
打包交易确认单”，并准备佐证材料，经
市（县）供电公司现场核实确认后，提交
市（县）发改委认定，用户携带认定后的
相关材料到供电营业厅，填写“用电申
请表”，办理业扩报装手续并与国网河
南节能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第三方代理
协议，即可参与电力直接交易。

实施“打包交易”
有哪些好处？

实施电能替代“打包交易”，从经
济效益来看，切实有效地解决了用户
用电成本高的问题，提高了用户电能
替代改造的积极性。而对于发电企业

来说，替代电量作为增量参与电力直
接交易，不扣除发电企业年度基础发
电量计划，也激发了发电企业参与的
积极性；再加上近期煤炭价格处于高
位，当煤炭价格走低后，发电企业存在
更大让利空间。

以今年我省大用户直接交易为
例，第一批集中撮合交易成交用户平
均降价1.85分/千瓦时，远远低于国网
河南节能服务有限公司与用户双边协
商签订的降价 6分/千瓦时的降价幅
度，大幅提升了降价空间。

长期以来，我省一直面临环境空
间不足、环保压力大等问题。这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能源结构单一，全省以
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没有得到根本
性改变，而实施电能替代是我省优化
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减少大
气污染的重要举措。统计显示，我省
电煤比重和电气化水平偏低，电煤占
全省煤炭消费的比重为40%，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电能占我
省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仅为 15.3%，比
全国平均水平低10.2个百分点，我省
开展电能替代潜力巨大。“打包交易”
机制的落地，成为加快推广电能替代
的利好政策。

我省推行“打包
交易”情况如何？

在推动电能替代的过程中，用户

将原有的燃煤锅炉和燃油锅炉改为
用电设备后，成本大幅增加，这成为
制约电能替代推动的重要因素。为
此，省电力公司紧抓大气污染防治机
遇，切实从降低用户用电成本考虑，
主动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对接，推动

“打包交易”机制出台。
2016 年 11 月 ，省 发 改 委 同 意

2016-2017 年实施电能替代的燃煤
锅炉、燃煤窑炉、拥有燃煤自备机组
企业等用户，其替代电量可由国网河
南节能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以

“分表计量、集中打包”方式开展电力
市场化交易，成为国内首家政府授权
的以第三方代理形式开展“打包交
易”的机构，将省内电能替代工作推
向新高度。

1月 25日，焦作昊华宇航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5.5万千瓦燃煤自备机组
正式关停，通过“打包交易”完成合同
替代电量2.365亿千瓦时。3月中旬，
47家燃煤锅炉、燃煤窑炉等客户完成
合同替代电量共计 6490 万千瓦时，
标志着“打包交易”这一举措在全省
全面铺开。

据悉，2017年，国网河南电力计
划完成打包交易电量 30 亿千瓦时，
相当于减少使用煤炭134.40万吨，减
排 二 氧 化 碳 240 万 吨 、二 氧 化 硫
1.536 万吨、氮氧化物 0.672 万吨、粉
尘 1.44 万吨，将为治理大气污染、建
设美丽河南贡献重要力量。

我省电能替代又添新动力

“打包交易”为企业降成本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贾新利 李建强

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办表示，确保
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万人
以上。要致富，电开路。在全国上下
全面打响扶贫攻坚战之时，河南修武
县加快实施农村电网改造，扎实推进
农田机井通电，从服务农村生活、农业
生产用电入手，助力农民开拓致富路。

机井通了电，农民笑开颜

“多亏了‘井井通电’，今年抗旱可
帮了俺大忙，5 亩地仨钟头就浇完
了！”3月 24日，尝到甜头的修武县五
里源乡焦庄村的焦玉成，提到“井井通
电”工程直夸好。

春节前后，由于干旱少雨，黄河两
岸农业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为服务农
业生产，地处黄河北岸的修武县成立
了18支抗旱保电服务队，主动走进田
间帮助农民维护机井用电设备，拉网
式巡视输配电设备线路，消除设备缺
陷和安全隐患65处，全力确保农民用
电安全。

为满足抗旱用电需求，该县供电
公司大力推进“井井通电”工程，此前
对现有机井进行地毯式排查，准确掌
握了新增抗旱机井和生产用电需求情
况，逐村绘制机井分布图，确保井井通
电工程顺利实施。

“凡是农田灌溉用电申请，我们全

部优先办理。”修武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薛双勋介绍说，春节前后，该公司已新
架“井井通电”电力线路164.5千米，新
增变压器86台，维修启用抗旱机井变
39台，安装低压动力总表箱358台，全
力促进农田增产、农民增收。

用电一体化，冷热都不怕

“以前到了冬夏两季，空调就转不
动，这次改造俺村和城里的标准一样，
往后再冷再热都不怕了。”3月 21日，
修武县高村乡付屯村党支部书记付建
华谈到村里的电网改造，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

为确保付屯村“中心村”建设如期
竣工，修武县供电公司严格按工程标
准，投资20余万元，架设电力线路4.1
千米，安装 4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 1
台。负责该村施工的王屯乡供电所所
长王肖楠告诉记者：“我们的施工工艺
是一流的，一定会让村民满意。”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付建华坦言，
“村里房屋规划好后，我一直担心电咋
整，但万万没想到，电力工人起早贪黑、
中午也不歇，用了几天工夫就干得差
不多了，这工作作风俺乡亲们都认可。”

据介绍，为让更多村庄享受到电
带来的便利，修武县供电公司计划投
资 1900 余万元，通过三批项目支持

30多个“中心村”，架设电力线路130
千米，增加供电容量38800千伏安，全
面实现城乡用电及服务一体化，助推
修武农村经济再上新台阶。

为企业护航，为农民开路

“我们公司市场竞争压力很大，能
早一天复工，就能早一天打开市场，周
边乡村来上班的小伙子也能多挣点
钱。”3月 23日，修武县运程轴承有限
公司经理范宇鹏对登门服务的电力工
人说。

春节过后，面对企业复工潮，修武
县供电公司以提升服务经济发展能力
为主导，牢固树立“超前服务”意识，成
立12个服务小组主动上门走访，为农
民务工开路，为企业生产护航。

“主要是排除企业用电安全隐患，
重新检查客户接线方式、设备运行工
况、备用设备状况，核对容量，避免设
备存在超载或过载现象，核查电力需
求，确保企业正常生产。”一位服务小
组成员告诉记者，针对企业节后增容
等用电申请，他们还推出了“一站式服
务”。

截至目前，修武县供电公司已经
为 125家企业提供了用电专项服务，
协助排除各类安全隐患 68 处，发放
《安全手册》《科学用电及节能降耗指
导书》2300余份，促进了企业早日复
产，该县就近务工的1300余名农民工
已返回工作岗位。

电助农民开拓致富路

本报讯 一面面党旗迎风招展，一
枚枚党徽熠熠生辉。3月 26日，渑池
县供电公司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清洁
城市环境”活动，30余名党员志愿者来
到该县会盟大道捡拾垃圾、清扫路面、
清除小广告。

在活动现场，电力党员志愿者们

手拿清洁工具对人行道以及公交站台
等处开展了清洁义务劳动。该公司将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典型引领机
制，学先进、比服务，推动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长久实施，以更优质更高效
的服务回馈广大电力客户。

（卢贤贤）

三门峡：强基固本助力脱贫
本报讯 日前，灵宝市川口乡红土

坡村村民委员会给三门峡供电公司送
来一面“扶贫济困 情暖人心”的锦旗，
作为省级贫困村，其脱贫攻坚离不开
该公司的大力支持。据了解，三门峡
市供电公司将精准扶贫作为彰显电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安排驻村

工作队结队帮扶，从房、路、水、电、基
础设施建设、环境改善等方面入手，先
后对该村异地搬迁新建楼房、通村水
泥路工程、农网改造、人畜饮水工程等
项目进行对接支持，赢得了当地村民
的一致赞誉。

（张斌）

安阳县：提前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本报讯“将供电设备交给专业的
企业来管理，既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也
能享受到专业的供电服务，我们已全
面完成供电资产移交工作。”3月 27
日，安钢冶金炉料厂“三供一业”项目
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安阳县供电公司按照节
点，提前三天完成供电辖区内官司村、

石塘村、东街村和安钢冶金炉料小区
2100余户居民供电表计更换、信息录
入、供电设备分离移交工作，这意味着
企业、小区客户原有供电和管理维护
方式将改变。这项优化整合工作全面
完成后，不仅让居民受益，更让企业能
够甩开包袱谋发展。

（任燕 王利军）

通许：确保春耕春灌用电安全

本报讯 阳春三月，麦苗返青，通许
县农村进入紧张的春耕农忙时节。该
县供电公司组织 12支春灌保电服务
队，活跃在田间地头，在全面开展农村
电力线路和设施巡视检查的同时，坚持
以“四到位”（宣传到位、服务到位、治
理到位、考核到位）保障春耕期间春灌

用电安全稳定。各营业场所开通春灌
用电“绿色通道”，依托供电台区“网格
化”管理，为排灌用户提供 24小时服
务。结合春检预试，该公司还组织技
术人员全面开展排灌线路隐患排查，
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梳理、分类，指定
专人跟踪整改。（张春晖 蔡亚东）

内黄：大力提升网络覆盖

本报讯 3月 28日，内黄供电公司
已架设17条专属光缆，全长70公里，
PTN（分组传送网）及UPS（不间断电
源）等设备实现全部入柜，标志着全县网
络覆盖工程初步完成前期设备安装工
作。据了解，该工程主体为11座变电站

向17个供电所进行光纤辐射，各供电所
网络设备不间断供电。工程投入使用
后，内黄区域各供电所、变电站站之间网
络带宽可实现质的提升，网络设备不再
依赖于外部运营商，将切实提高工作效
率和用户缴费体验。（谢志鹏 马超）

渑池：党员志愿服务 清洁城市环境

打包交易参与方

电能替代
高压电器客户

● 范 围 是 2016~
2017年实施电能替
代的燃煤锅炉、燃煤
窑炉、拥有燃煤自备
机组企业等客户

国网河南节能
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发改委授
权国网河南节能服
务有限公司作为第
三方，替代电量可以
“分表计量、集中打
包”方式开展电力市
场化交易

参与直接交易
的发电企业

●替代电量作为增
量，不扣除发电企业
年度基础发电量计
划

电网企业
(含市县供电公司)

●配合发改委进行
电能替代客户认定，
负责电能替代客户
的业扩报装和电量
单独计量，负责电能
替代电量电费核算
和支付

制图/刘竞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梁汇涛 刘冰宇

生活中，汽车离不开汽油，那么如
何鉴别油品的好坏呢？劣质汽油对我
们的爱车和环境又会造成哪些危害
呢？日前，中国石化河南石油分公司
举办的“探秘智慧能源 助力中原出
彩”——2017 年公众开放日活动，对
此进行了科普和解答。

鉴别油品的优劣，可以采取下列
方法：

闻。汽油味越重、甚至是呛鼻的
汽油，油品不好，这意味着汽油含硫量
过高，而一般含硫量过高的油不是质
量好的油。

看。从油品颜色能够看得出汽油
的好坏，颜色太深意味着汽油中含蜡
量、含胶量过多，一般高品质汽油颜色
比较浅，但也不能过浅。同时，油品是
否透亮、清澈也是标准之一，若油品色
泽昏暗，透光性差甚至含有肉眼可见
杂质，则很有可能是问题油。

触。从手感和挥发性上判断，方
法是用手蘸点汽油，捻捻，手感越油
滑，油品越不好；相反手上的汽油很快
就挥发，则证明汽油质量不错。

摇。取少量汽油放在容器里摇晃，
如果是合格的汽油在摇后气泡很快消
失，不合格的汽油摇后可观察到杂质。

听。这更适合一些驾龄长的司机
朋友。加油后，车辆运行中，汽车尾气
（化油器）放炮有敲缸声，可能是不合
格或低标号油；供油不畅，车突然熄

火，可能是混入了水分或机杂堵塞油
路系统；车辆不易启动，加速性差，尾
气冒黑烟，可能是油品储存过久，轻质
成分挥发损失过多，也可能是混有重
质油，如混有柴油成分。

伪劣汽油不仅污染环境，更会对车
辆造成严重危害。比如堵塞燃油系统，
造成供油不畅，使发动机功率下降；易
使燃油喷射系统和气缸、气门、火花塞
形成积炭，从而造成发动机损坏；造成
排气管不畅、尾气超标、发动机工作不
稳定、加速无力，而且费油等。

中石化河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提
醒，加油要到正规的加油站，如果加油
后出现发动机发动异常如发冲、回火、
转速不稳、爆燃等现象，就要考虑加油
的问题了，必须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
如果车辆因使用杂质含量超标的汽油
而引起故障，就需要清洗全部油路，包
括清洗汽油泵、油箱、喷油嘴或化油器、
空气流量计、节气门阀，氧传感器、火花
塞、气门及活塞都需要清洗或更换。

据悉，为增进社会公众对中国石
化的了解，自 2012年起，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启动“开门开放办企业”活动，
截至目前共有62家企业参与其中，累
计举办活动超过2000次，社会各界参
观公众达8万余人。河南石油分公司
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第二批公众开
放日活动示范单位，积极举办“公众开
放日”活动，旨在促进企业与外界的信
息沟通和能量交换，同时通过公众参
加活动的信息反馈，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为中原美好生活助力加油。

中石化河南分公司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教你“火眼金睛”辨别油品真伪

“井井通电”工程服务农民抗旱春灌 李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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