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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情 藏 沃 土
——焦作供电公司加快新一轮农网改造工程建设掠影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本报通讯员 安灵灵

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
层，活力源泉在基层。新形势下，如何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摆在各级党组织
面前的重要课题。

自 2015年起，武陟县以加强基层党
建为引领，强力实施以堡垒工程、阵地工
程、慈善工程、文化工程、平安工程和清廉
工程为核心的“六大工程”建设，开展以抓
基层、打基础、谋长远为根本的生动实践。

孟秋时节，漫步在武陟大街小巷、乡
间阡陌，切身感受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有了
坚强的组织保障。

一村

正风气强队伍得民心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
是一座堡垒。

“这是一个插根钢筋就能发芽的地
方”，一副大型“路标”悬挂在武陟县小董
乡乔庄村村头，格外醒目。

为啥用这么自信的广告词推介村庄
呢？乔庄村村民道出了缘由：这一切都缘
于有一个凝聚力强、战斗力强、执行力强
的党组织，有一批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存敬畏的党员干部队伍。

打铁还需自身硬。一支作风正、执行
力强的队伍，是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和谐发
展的政治保证。乔庄村村组干部个个政治
思想坚定，业务素质过硬，做事公平公正，
为人不偏不倚。村里的大小事情都秉承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坚持“大事不含
糊，小事不马虎”的做人原则和做事规则。

在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现在的乔庄
村，实行“一户一宅”、统一规划建房，80%
的农户住上二层楼房；实行殡葬改革和公
墓制度，节约了土地，降低了殡葬成本；连
续 11年举行大型慈善公益晚会，每年的
825晚会，俨然成了乔庄村民乃至十里八
乡群众心中的春晚，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凝聚了党心民心；对长毛兔养殖户

用地进行统一选址规划，壮大了养殖规
模，形成了产业链，把乔庄打造成了“豫北
地区最大的长毛兔养殖基地”。

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多项成绩的取
得，得益于乔庄有一支“敢于吃亏，乐于奉
献，视岗位如荣誉，化荣誉为动力”的村组
干部。该村先后获得焦作市先进基层党
组织、武陟县第一批党建示范村等称号。

一乡

筑堡垒激活力添动力

打造一支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把党
支部建成钢铁般的“战斗堡垒”，是确保小
董乡加快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石。

为了把村级党组织打造成农村各项
政策的“宣讲队”，推动农村改革、稳定和
发展的“攻坚队”，为民解疑难、办实事的

“服务队”，弘扬正能量、倡导新风尚的“合
唱队”，小董乡站位全局，以党建工作为引
领，激发村组干部内生动力，打出了一套

“组合拳”。
注重治“软”提能，开展软弱涣散党组

织整顿。对渠下、北王等薄弱村派驻帮扶
工作组，选派 2名机关干部担任小董、北
王、第一书记，补选了高村党支部，改选了
北王村党支部。

注重治“散”聚力，开展党员干部教育
培训。举办农村干部理培训班4次；组织
支部书记外出参观学习 5次；结合“两学
一做”教育实践活动，依托3所基层党校，
分片对党员干部轮训3次。

注重治“浮”定神，落实党员干部管理
机制。制定出台农村干部绩效考评办法，
每季度开展一次“一述一评一考”，营造了
务实重干、高效执行的良好工作氛围。

注重治“平”树标，落实党员引领示范
带动。建成乔庄、磨庄、大陶村、贾村4个
党建示范村，建成裕丰菇业和喜来多食品
2个党员创业示范基地，培育18个优秀党
员示范户。

注重治“管”促变，落实党员干部队伍
建设。发展党员 15名；筛选储备村级后
备干部78名;处置不合格党员8名；补缴
党费11086元。

小董乡抓党建，使各村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出现了谋发

展、讲奉献、干事创业成常态的喜人局面。
“今年上半年，小董乡信访稳定、美丽

乡村建设在全县考核中第一，精准扶贫全
县第二，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提升了，
全乡形成了比赛赶超、创先争优的工作态
势。”小董乡党委书记高艳红说。

一县

夯基础促发展惠民生

麻绳易从细处断，木桶容量在短板。
新时期、新形势、新常态下，只有抓好党的
基层基础建设，才能解决农村面临的种种
问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才能顺应民意，
赢得民心，汇聚起发展的强大力量。

武陟县委一班人认为，抓好基层党建
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建设服务
型党组织为抓手，大力实施“堡垒工程”，
着力解决农村两委班子战斗力不强的问
题，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

具体来说，实施以“提升党性修养、提
升创业技能、提升服务本领”为主要内容的
农村党员干部“素质提升”计划，举办新当
选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培训班。

倒排出班子不力、矛盾纠纷突出、村
务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突出的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由县级干部挂点、选派工作组
进行帮扶整顿。

在农村干部中推行“一述一评一考”
制度，引入绩效考评机制，培育了一批党
建示范乡镇、示范村街、党员创业示范基
地、示范农户。

在多个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合
作社成立党组织，让基层党建覆盖面进一
步扩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武陟县委书记
闫小杏认为，基层党建工作抓得严、抓得
实，才能凝聚党员干部队伍的核心战斗
力，才能温暖一片群众，造福一方百姓。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能枝荣。武
陟，坚持党建引领，筑牢党建之“魂”，以凝
心聚力促发展，以实干担当惠民生，浓厚
的干事创业氛围刷新了城乡面貌，激发了
活力，注入了动力，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效。8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堵莎莎）近日，由中
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及中关村华清石墨烯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共同颁发的“石墨烯技术标准研制与检测基地”落户多
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多氟多公司成为全国第三家、河南首家
拥有此资质的企业。

该资质的授予是对多氟多公司历年来标准制定工作以及石
墨烯研制检测能力的充分肯定。多氟多组建了无机氟化工行业
第一家国家认可实验室，拥有SEM、BET、XRD、TGA、IR、XRF
等大型分析设备及专业检测人员，可提供石墨烯材料的全面分
析测试，并具备对外检测能力。现已进行石墨烯材料在锂离子
电池、润滑材料方面的研发和应用，以及氟化石墨烯和氟化石墨
在锂离子电池方面的应用研究。

“石墨烯技术标准研制与检测基地”的成立是石墨烯行业标准
制定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标志着石墨烯行业标准化体系发展进入新
阶段，助推石墨烯相关企业乃至新材料产业的创新发展、蓬勃壮
大。多氟多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把“石墨烯技术标
准研制与检测基地”打造成为最权威的标准制定和检测平台。8

我省首家“石墨烯技术标准研
制与检测基地”落户多氟多

武陟

夯实基层筑堡垒 守护党建“生命线”

□本报通讯员 杨丽娜 乔桥

8月 11日，焦作市委督查室向全市

印发《督查通报》，对焦作供电公司进行

通报表扬。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对此作

出批示，对该公司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

设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全市各级

各部门学习借鉴该公司的经验做法，确

保各项既定目标圆满完成。

加快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是

省政府确定的2017年十件重点民生实

事之一，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中心村电网

改造、贫困村电网改造和农田机井通电

三大任务，涉及焦作市六个县（市），要求

2017年11月底完成。

4月份接到任务，截至7月底，短短3个月，
焦作供电公司共完成投资2.16亿元，投入3700
人，组建290个工程建设分队，提前5个月完成
1089眼农田机井通电工程；完成53个中心村和
59个贫困村的电网改造工程，提前实现了任务
过半，解决了 8023 户农村群众低电压用电问
题。

“农网改造工程是惠民工程，更是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是国网焦作供电公司今年的头号
工程，不找借口，不讲代价，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我们义不容辞。”该公司总经理王红印如是说。

鏖战高温，只为提前再提前

今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更热，但比气温还
热的是该公司员工参与农网改造的热情。

8月10日，又一次高温橙色预警。
博爱县磨头镇大屯村，烈日下，20多名施

工人员冒着近 40℃的高温，正有条不紊地放
线、上杆、固定……他们身上的工作服湿了干，
干了湿。稍有间隙，他们赶紧跑到一旁，三下五
除二喝下一大碗绿豆汤。

这里正在进行该村10千伏线路的安装，他

们这么拼命地工作，只为在当天完成该村的农
网改造任务。为了让群众早日用上安全电、放
心电，他们每天4点多天蒙蒙亮就开工，晚上9
点天黑才收工。

这正是全市农网改造的一个个缩影。在农
网改造过程中，施工人员有时会化身“蜘蛛侠”，
站在高高的电线杆上拉线、安装，有时会化身

“金刚”，肩抬背扛地将电杆等器材运往目的
地。“只要能让群众早一天用上放心电，我们流
点汗吃点苦没啥。”博爱县供电公司电网建设施
工班班长王振说。

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户外作业主要集中
在高温天气，此次农网改造着实困难重重。“我
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提前再提前，我们唯
有全力以赴，克难攻坚，才能让广大农民早一
天用好电。”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孙全
德表示。

创新工艺，只为标准再标准

投入大、标准高，是此次农网改造的特点，
省电力公司提出了规划设计一图一表，设备选
型一步到位，建设工艺一模一样，管控信息一清
二楚的“四个一”工作要求。因为台区建设过去
大多都是现场手工操作，能做到看起来一样已
属不易，做到一模一样成了农网改造的难点。
而武陟县供电公司却勇于创新，率先成立了工
厂化预装车间，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

本着能在地面做的不在高空做、能在车间

做的不在现场做、能提前做好的不在施工时做
的“三能三不”工作理念，该公司组建了配电网
工厂化预装车间。没有现成的设备可采购，该
公司按照台区典型设计规范和安装工艺要求，
自制了导线剪切机、接地扁铁折弯机和跌落开
关引下线、避雷器连接线制作工作台，对跌落开
关引下线、避雷器引线、变压器低压引出线、接
地线和接地扁铁在车间进行加工。

记者在车间看到，各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
使用的是电动或液压工具，无论导线剪切、高低
压线折弯，还是接地扁铁打孔折弯，不仅加工速
度快，而且非常省力，还确保了工艺标准统一、
批次规范一致。“这些工艺以前都在台区现场手
工操作，工人技术参差不齐，很难做到规范统
一。”车间主任王小峰说。

截至7月底，武陟县供电公司已经在867个
台区中应用了工厂化预装物资，每个台区就像
一件件工艺品，完全做到了一模一样。

“实行工厂化预装，不仅使台区建设工艺实
现了一模一样，还省时省料、安全可靠。”据该公
司运维检修部党支部书记孔令哲介绍，加工的
物资相当于包揽了单个台区工程量的三分之
一，按照每个台区缩短3个小时施工时间计算，
已累计节省施工时长2601个小时，相当于多安
装了325个配电台区。

“小创新解决大难题。可以说，焦作农网
改造之所以走在全省前列，工厂预装化车间功
不可没。”国网武陟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李向
东说。

目前，武陟县供电公司工厂化预装车间导
线拆弯装置获得了国家新型实用专利，省内外
兄弟单位纷纷前来参观取经，购买专利设备，省
电力公司即将在全省农网改造工程中推广这一
先进做法。

示范引领，只为满意再满意

从崭新的配电柜、错落有致的供电线路、整
齐划一的电杆，到家门口墙头透明的表箱、白色
的管线，孟州市槐树乡汤庙村村民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自从农网改造后，抬头看不到像蜘蛛网
似的电线了，村容村貌变得更美了。

临近晌午，记者走进村民赵立敏家中。厨
房里，女主人正在用电磁炉做饭，一切都显得轻
松惬意。客厅内，一台柜式空调正在运行，让人
顿觉凉爽舒适。“这都是农网改造带来的便利。
过去每到正午时分，连电扇都转不起来，更别说
用空调了。现在好了，电压很足，俺家一下子安
装了4台空调，同时使用都没有任何问题。”说
这番话时，赵立敏一脸的兴奋。

改造前，汤庙村户均容量1.4千伏安。改造
后，新增了两台变压器，户均容量2.33千伏安，
导线全部更换成185平方绝缘导线。“这次农网
改造是一次到位，完全可以满足该村20余年生
产生活的需要。”孟州市电力公司运维部电网建
设班班长张立志介绍。

“这就是标准，今后在工程建设中要以此为
样板，标准只能高不能低。”焦作公司运维部副

主任王春生说。在农网改造之初，焦作供电公
司便开展了精品工程评比，召开农改工程建设
现场会，按照“示范先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高工程建设水平，打造
精品工程。

机井通电，只为惠民再惠民

4月份接到任务，6月底 1089眼农田机井
通电工程全部完成，比省公司的要求提前 5个
月，受益农田 13万亩，预计每年减少农民灌溉
支出近300万元。

武陟县木栾办事处后牛村机井通电工程
23号台区被省电力公司评为百佳工程。这个
台区负责 7眼机井的用电，只见工作人员将一
卡通在刷卡区刷卡后，根据语音提示输入机井
编码后，吧嗒一声便接上了电。随后，工作人员
来到机井台前，轻轻一按绿色电钮，水就哗哗喷
薄而出。

过去每逢抗旱季节，负责该村用电管理的
农电工郭海勇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一会儿
跑村南头送电，一会儿又到村北头。“现在浇地
我完全不用到现场了，我也可以腾出时间为村
民提供其他更加周到的服务了。”郭海勇轻松地
说。

“实在太方便了，再也不用排队了，想啥时
候浇就啥时候浇。”正在给葡萄树浇水的村民冯
文军说。他家的2.5亩地，过去电压低，水泵出
水小，浇灌一遍需要10多个小时，现在只需要5
个小时，电费也省了一半。

由于种的是葡萄，冯文军每隔十天半月就
得浇一次水。前年因为用电浇水跟不上，有些
葡萄树正长着就干枯发黄死掉了，只能从根部
剪断重新发芽。现在电压足、水量大，葡萄长得
也好，明年开始挂果估计能收入2万多元，后年
大面积产果能收入7万多元。冯文军难掩喜悦
之情，现场编了一段顺口溜:“农村电网改得好，
农民实惠真不少。电压足，出水大，老天再旱都
不怕。手持一卡通，哪井它都中，不用操心收电
费，吃苦跑腿受连累。”

“满腔深情藏沃土”。在新一轮农网改造过
程中，焦作供电公司干部员工一路播撒光明，一
路倾注真情，一路履职尽责，不仅受到了地方政
府的充分肯定，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让
民生工程得民心。我们将进一步加快推进这项
民生工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国家的惠民政
策，照亮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的幸福大道。”焦作
供电公司党委书记邱型波说。8笑容写在脸上

紧固拉线

齐心协力

9月 2日，雨过天晴的云台山天高云淡，百家岩楼前广场绿
地如茵，一群群可爱的孩子们围绕着“功夫熊猫”“白雪公主和七
个小矮人”“南瓜车”嬉笑玩乐，孩子们的童真和笑脸也感染了往
来的游客，纷纷在绿色草坪上或坐着，或趴着摆出不同的造型拍
照合影。为了提升游客体验，增加旅游服务设施趣味性，云台山
景区对百家岩综合服务中心进行了全面提升，不仅在山门广场
铺设了9000平方米的人工草坪，还增加了风车摆件、喷泉、卡通
造型等，将这里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梦幻乐园。祝伟强 摄

图片新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架起了乔庄村民心中的“连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