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电力守护美丽河南
——国网河南电力助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申利娜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不断高涨的环
境治理呼声，今年年初我省就确定了全年的雾霾治
理目标，确保实现全省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每立
方米108微克以下，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每立方米74
微克以下，空气优良天数200天以上。

作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实践者，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积极推进电能替代，致力于环保调度和新
能源发展服务，用绿色电力守护美丽河南建设。

仅2017年以来，省电力公司就在全省范围内推
动实施电能替代项目1665个，增加全社会多用电量
90.7亿千瓦时，相当于在能源消费终端实现替代散
烧煤、直燃油消费约 253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
685万吨，减排二氧化硫等污染物6.5万吨。

煤改电：改出一片蓝天

采暖季到来，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增多是雾
霾高发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情况下，“煤改电”就成
为贯彻落实国家推进电能替代能源战略的重要载体。

今年年初，我省郑州、安阳、焦作、新乡、开封、濮
阳、鹤壁7个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被纳入
国家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首批实施范围。根据省
发改委要求，这7个传输通道城市“煤改电”任务为
34万户。

截至目前，省电力公司已完成 7个城市“煤改
电”配套工程任务清单梳理，共涉及4118个村庄（小
区）、34万用户，其中25.7万户配套电网需要加强，
涉及3058个村庄（小区）。所有配套工程项目涉及
投资金额35.8亿元。

同时，该公司在全省 18个地市完成 300个电
能替代典型示范项目建设，全面推广蓄热电锅炉、
电窑炉、热泵及分散电采暖等“煤改电”技术。其
中，开封市提出在全市、全域开展“电代煤”工作，
并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为提高开封电网的供电
能力和可靠性，保证“煤改电”工作落到实处，省电
力公司投资13.53亿元，用于开封市“煤改电”配套
电网工程建设。

“煤改电”，让冬天的中原大地少了黑烟缕缕、多
了白云悠悠，改出了一片蓝天。

以电代油：带来畅快呼吸

今年7月，由省电力公司与国网电动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国网河南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国家电网公司系统首批
成立的省级电动汽车合资公司之一。

电动汽车产业作为国家确定的重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也是我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先导产业，
同时在减少废气排放方面发挥着作用。为服务电动
汽车产业发展，目前，省电力公司已在全省累计建成
充换电站59座、充电桩533个，形成了覆盖连霍高
速和京港澳高速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网络。按照规
划，到2020年，我省将建成各类充换电站1000座、
分散式充电桩10万个，满足超过35万辆新能源汽
车充电需求。

强化充换电设施运维管理，提升智能用电服务
水平，省电力公司积极贯彻国家部署，制定了充电设
施建设运维管理体系方案，成立了省级运行监控中

心，全天候对全省充电设施进行监控，确保第一时间
发现设备异常，并及时处理报修工单，为全省充电设
施稳定运行提供保障，为客户提供规范、快捷的充电
服务。

用上清洁电：内外合济打造绿色电力

大气污染防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不是一个
单位、一个部门的事。在不断加大电能替代工作力
度的同时，省电力公司还通过环保调度、吸纳外来电
力等方式，确保群众用上清洁电。

在确保电网安全、保障民生供热的前提下，省电
力公司重点做好燃煤机组减排优化调度、清洁能源
全额消纳等工作，在年度发电计划、月度发电计划、
日前发电计划、实时调度“四环节”全过程开展节能
环保调度，实现多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优化调度。
今年上半年，全省60万千瓦及以上高效燃煤机组利
用小时数为1793小时，较平均水平超发18.5小时，
对应超发电量为24.3亿千瓦时，实现最大限度利用
高效能、低排放机组的发电能力。在清洁能源全额
消纳方面，上半年小浪底、三门峡电厂合计发电39.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8%；风光电源发电30.4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83.3%。

“一交一直”特高压工程充分体现了“电从远方
来、来的是清洁电”的样板作用。以±800千伏特高
压天中直流输电工程为例，2016年，我省共通过这
条线路吸收疆电301亿千瓦时，超过全省吸收外电
总量的四分之三，相当于六座100万千瓦装机的电
厂一年的发电量，年减少直接煤炭消耗约900万吨。

目前，河南电网通过1回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
线路、1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灵宝直流换
流站和4回 500千伏线路，分别与华中、华北、西北
电网相连，“外电入豫”能力已由“十一五”末的400
万千瓦提高到1300万千瓦，全省能源保障能力显著
增强。

此外，省电力公司正全力推进蒙西—南阳—湘
南、锡盟—驻马店—赣州、南阳—驻马店—淮南特高
压交流工程“H”型网架建设，力争到2020年，“外电
入豫”能力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网架坚强、安全高
效、绿色低碳、友好互动的坚强智能电网。

服务新能源：中原处处新绿

连绵的群山上，洁白的巨型风车缓缓运转，风车
下，一排排光伏发电板闪闪发亮。在如今的中原大
地上，新能源发电已成为人们常见的场景。

2007年 12月，河南首个风电场清源风电场并
网运行；2014年 11月，我省首个光伏电站昊诚光伏
电站并网运行……到2016年，全省光伏发电出现了
井喷式发展，年增速达到1332%；我省电网新能源
整体新增装机3339兆瓦，年增速266%。

飞速发展的新能源发电亟须规范管理，同时，
由于新能源发电电源并网存在间歇性、不稳定性，
也会对电网造成一定冲击，亟须先进技术保障。为
做好新形势下新能源电力（风电、光伏）并网运行
管理，省电力公司组织编写了服务指南，向光伏、
风力发电企业提供规范、优质、高效的并网调度服
务，促进新能源电厂与电网的协调发展，保障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

今年 9月 8日，由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建设
的“河南电网新能源并网运行管理系统”通过系统验
收，这是我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的较为完善的
风电场及光伏电站并网运行管理系统，实现了对风
电场及光伏电站并网运行全过程的管理与考核，对
加强新能源运行管理、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具有
重要意义。

省电力公司还加大配套电网投资和建设力度，
同时优化服务措施，为新能源发电项目提供政策指
导、技术咨询、业务受理、并网发电等“一条龙”服务，
保障新能源发电电源及时顺利接入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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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舒彤
本报通讯员 陈草原 闫草

刚刚入秋，连绵不绝的秋雨夹着
些许寒意扑面而来。在南召县皇后乡
娘娘庙村村口，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一辆辆农用三轮车拉着硕大的
玉兰树苗，正赶往花木交易基地出售。

“以前最怕下连阴雨，水和泥和成
的‘水泥路’，三轮车一陷进去就出不
来。张书记来后修了路，现在再也不
怕下大雨了。”村民陈广有用手搓搓刚
才抬树时粘上的泥巴，抬手一指，“喏，
张书记一大早就到地里忙活了。”

在村后半山腰的地里，记者见到
了村民交口称赞的张鹰，他正冒雨和
村干部在林地查看树木生长情况。“省
电力公司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在苗木
销售、配网改造等方面提供了充足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我只是做公司
和扶贫村之间的纽带，把措施落实到
位。”张鹰坦诚地说。

2015年 8月，张鹰被省电力公司
派驻到娘娘庙村任第一书记。上任前，
他找来涉农政策文件和书籍“恶补”，向
曾经担任过第一书记的同事请教。第
一次与村组干部及群众代表见面，他就
向村民许下承诺：“娘娘庙就是我的第
二故乡，我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修通道路谋发展

娘娘庙村地处伏牛山南麓，交通不
便，基础设施落后，是皇后乡3个重点
贫困村之一。该村共有12个村民小组
527户、1776人，其中贫困户 208户、
828人。村里以种植苗木花卉为主导
产业，受人均耕地少、苗木市场萎缩等
因素影响，在家赋闲的村民越来越多。

要想富，先修路。张鹰到任后，积
极向县扶贫办争取到110万元债券资
金用于修建进山生产道路，同时拓宽、
硬化村内道路，为大型车辆进村购置
苗木提供便利条件。

为打通村民脱贫致富的“心路”，
他和村干部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鞋
子磨破了，脚磨肿了，嗓子说哑了……
一部分村民被张鹰感动，开始承包荒
山种植苗木。

为拓展苗木销售市场，张鹰和村
委会班子成员决定转变经营模式，通

过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对所有
贫困户全覆盖，以合作社带动贫困户
脱贫。渐渐地，种植苗木的村民越来
越多，满山的石头、荆棘变成了成片的
苗木林地。2016年以来，该村村民通
过销售苗木获得收入超过800万元。

集体经济助致富

村民的口袋有保证了，如何让村
集体也富裕起来，成为张鹰一直思考
的问题。

依托省电力公司的支持和省里的
光伏扶贫政策，张鹰决定实施光伏扶贫
项目。如今，一排排晶硅光伏面板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启了
享受“阳光收入”的脱贫新模式。“既能
提高供电可靠性，还能为村民创收，光
伏板下还可以种药材，增加群众收入。”
如此一举多得受到村民的大力欢迎。

根据村内荒坡多的自然条件，张
鹰主动邀请在外发展的致富能人回村
开展生态养殖，村集体以土地和设备
入股。目前，娘娘庙村生态养殖基地
已建成，苗猪即将入栏养殖。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是提高幸福
指数的有效路径。娘娘庙村原本就有
服装加工的基础，张鹰张罗着引进中国
华腾服装集团公司，在村里设立服装代
工车间。“守着家门口就能进厂子、挣工
资，再也不用往外跑了。”在服装代工车
间干缝纫活计的李宝焕对记者说。目
前，服装代工车间已经“收编”了大批村
民，群众生活状况大大改善。

为找到致富门路，张鹰先后到县
里多个单位请教，制订了《娘娘庙村扶
贫工作方案》并报请省电力公司审定，
计划到 2017年年底实现全村整体脱
贫。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投入 100万
元资金建设的新村部和文化广场已投
入使用，投入 115万元资金开展的村
容村貌综合整治已初见成效，投入
200余万元资金建设的安全饮水工程
顺利实施。

两年已过，张鹰两鬓增添了许多
白发，他的扶贫工作也得到社会各界
的认可，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路上带
头人。如今的娘娘庙村，原本荒凉的
山坡上绿意盎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村民安居乐业笑声阵阵，正在第一书
记的带领下奔上致富“快车道”。

卫辉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检查光伏发电板安装情况 张锐 摄

本报讯 11月 23日 15时，内黄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顺利完成 35千伏亳
城变电站22组10千伏刀闸换新工作，
标志着该站冬季大检修圆满结束。

从本月13日起，该公司对7座 35
千伏变电站开展配网冬季大检修，主
要包括：主变维修，35千伏刀闸、10千
伏刀闸换新，开关检修校验，更换跌落

式避雷器等。为确保检修工作顺利开
展，该公司就人员、物资等进行了详细
筹划和安排，做到每杆必登、每瓶必
擦，对交引线连接情况进行检查、紧
固，更换影响正常运行的熔断器、避雷
器、隔离开关等设备，进一步提升电网
安全运行水平。

（史晓岩 尚春林）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崔科科 汤新娜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对于十九大报告里描述的 5年来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绩，孟津县常袋镇供电
所所长张亚峰感受深切。11月 24日，他来到马岭
村村民张占营的家里，一边帮他检修电路，一边给
他讲解十九大有关扶贫攻坚的精神，“你也算是这
六千多万稳定脱贫者中的一员呢。”张亚峰对张占
营笑着说。

马岭村地处常袋镇西部沟壑地区，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其电网改造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线径
小、配变容量低，每年的用电高峰期，过负荷现象比
较严重，造成该村百姓生产、生活用电得不到保证，
严重制约着群众的脱贫致富步伐。

张占营就曾是该村的一名困难群众。为了摘掉
“贫困”的帽子，他进城务过工、种过核桃树，但因为
没有技术，不但没挣到钱，还花光手中的积蓄。去
年，随着村里电网升级改造，为村里发展特色养殖产
业提供了可靠电力支撑。张占营趁机买下3000只
土鸡崽，也风风火火地搞起了养殖。

“无论是打料、控温，还是照明，都离不开充足的
电力供应。”他说，“如今村里改造了电网，电压高了，
我养的蛋鸡不仅体大膘肥，而且产蛋率高。今年挣
了钱，我准备上一套智能化养殖设备，这样就更省时
省力了。”张占营话语中满是憧憬。

近年来，孟津县供电公司把农网升级改造作为
实施电力扶贫的重要发力点，不断加速推进贫困村
电网改造步伐，积极服务贫困村光伏产业发展，努力
实现电力扶贫全覆盖。以马岭村为例，去年以来，供
电部门投资218万元，新建配电台区3个，对现有5

个配电台区全部实施增容改造。如今，该村农网发
展各项指标明显改善，供电质量大幅提升，配变容量
由665千伏安提升至1815千伏安，户均配变容量由
1千伏安提升至2.75千伏安。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
局长努尔·白克力到马岭村调研时指出：“农网升级
改造、光伏扶贫能有效带动贫困户增收、完善农村公
共配套设施，还能增加农村用电量，改善农村产业结
构，带动农民消费升级，是一举多得的民生工程。”

升级农网给贫困村带来巨大改变的，可不止马
岭村。

在栾川县西南部的大山深处，就是狮子庙镇朱
家村，262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山沟里的公路沿线。
三年前，这里是一个荒凉的小村落，年轻人多外出
打工；村里只有两台变压器，在负荷高峰期，电动
机无法正常启动，电网建设也处于哪有问题修哪里
的阶段。

为此，栾川县供电公司充分结合该县“旅游强
县”战略目标，决定通过电网建设整村推进，全面提
升农网供电能力。朱家村作为2016年农网改造第
一批中心村建设项目，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密施工，电
网布局焕然一新。

“我们村的农家乐从 3家发展到如今的 32家，
旅游可接待床位从几十张发展到如今的 200 余
张。咱村现在可不比以前了，年轻人都回来了，外
地人也来投资乡村游项目咧。”在朱家村高山渔
庄，该村党支部书记朱留仓边带人用无人机拍摄虹
鳟鱼养殖项目边说，“俺村能有这好势头，真要感
谢供电公司，他们给俺村架了 1.48千米的 10千伏
线路，还新增了4个台区，说是能满足俺村未来 10
年的发展呢。”

豹子山庄是朱家村近两年刚发展起来的农家
乐。几年前，主人豹子还在外打工，家里只有三间瓦
房、一台电视。如今，三层的小楼格外气派，有10间
客房、12台空调、12台电视。“随着俺们的生意越来
越好，那可真是没少麻烦电力公司。记得去年，20
多个工人师傅在俺村一住就是一个来月，运杆、架
线，重整了村里电线，你看现在多美气，用电可有保
障了。”豹子感慨地说。

稳稳的电压，带来满满的幸福感，有力支撑着贫
困群众的致富梦。然而这背后，却是电力人艰辛的
付出。尤其是在栾川这样的山区乡村，电网改造的
施工难度比平原要大好几倍。比如运送材料，车上
不去的地方，就要用骡马驮；骡马上不去，就要人肩
扛手抬；至于电线杆这样的大家伙，就得绑了绳子，
一点点拉上去。

朱留仓提起栾川县供电公司的吴红、赵战国，总
是赞不绝口。“今年春节刚过，大冷的天儿，这俩人说
要测量线路走向，在野地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咱这山沟里凉气大，大家都说让他们回屋暖和暖和
再干，可为了让乡亲们早点用上‘可靠电’，他们都是
坚持着先把工作做好，这股劲头让人佩服。”朱留仓
对记者说。

脱贫致富，电力铺路；脱贫攻坚，电力争先。从
孟津到栾川，再到整个洛阳，无数奋战在建设一线的
河南电力人，克难攻坚、精准发力，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将扶贫开发作为农网改造的重中之重，确保电力
服务全覆盖，点亮了贫困群众的脱贫路。“十三五”期
间，洛阳计划投入 38.2亿元，完成 6个贫困县、525
个贫困村电网改造，其中，2018年以前要集中力量
解决贫困地区供电能力不足问题，补齐短板，满足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用电需求。

把致富电送进贫困村

绿了荒山 富了一方
——记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第一书记张鹰

本报讯 近日，在国家电网公司第
三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决赛上，我省
选送的“基于物联网与移动互联技术
的入网设备仓储配送及质量抽检集约
化平台”创新项目获得金奖。

该项目由省电力公司和国网河
南电科院共同完成，主要利用信通新
技术，创新建成了国家电网公司首家

集仓储配送与质量抽检于一体的集
约化平台，真正实现了全省电网建设
通用物资的统筹调配、集中存储、智
能检测与主动配送，有效推动物资调
配、质量抽检与仓储配送的高效融合
与集约协同，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推广前景。目前，该项目已获发明专
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朱广杰）

我省电网建设实现通用物资统筹调配

优化电能质量 降低配网能耗
本报讯 由于电压等级低、线路分

布广、电气设备多，低压配电网始终存
在损耗率较高的问题，其损耗占比高
达整个电网损耗的约60%。三相负荷
不平衡、电压偏差、负荷分布不均衡、
谐波和功率等电网运行因素对配网损
耗也有很大影响。但是，现有的配电
网损耗分析及损耗计算模型中却较少
考虑以上电能质量因素，更加缺乏电

能质量指标与配网损耗的定量分析。
为掌握谐波、三相不平衡等电能

质量指标对低压配电网损耗方面的影
响，近日，国网河南电科院党员服务队
深入信阳市明港镇配电网现场，全面了
解低压配电网设备及运行情况，落实试
点工程建设方案，为下一步提出通过优
化电网电能质量状况降低配电网损耗
措施提供重要支撑。 （景冬冬）

本报讯 前不久，为进一步提高电
力计量运行水平，降低管理线损，驻马
店供电公司积极开展计量装置隐患排
查专项行动，切实消除计量安全薄弱
环节，提高供电可靠性。

该公司抽调计量专业精干力量成
立专项检查小组，分片划区进行“拉网
式”排查，重点针对老旧小区、计量装
置故障高发供电台区，检查电表箱体

是否带电、箱内导线的接头连接是否
良好、导线有无过热或烧损现象等。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计量装置安全隐
患，制定详细的整改措施，逐项跟踪整
改直至隐患消除。同时强化新装和改
造计量装置验收管理，严把工程验收
质量关，禁止施工工艺不规范、施工质
量不达标的工程投运，从源头上杜绝
新增工程质量问题发生。 （黄文静）

内黄：大检修确保安全度冬峰

驻马店：开展计量装置隐患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