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刘冰

12月 14日，一场初雪在郑州悄然
落下，巩义市供电公司能容纳 300多
人的会议室内却气氛热烈。300余名
党员在聆听郑州供电公司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团成员黄浩军的宣讲。

如何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真正
“入耳、入脑、入心”？视频微党课、博
士上党课、工匠讲党课……国网郑州
供电公司正以多层次、多角度的“浸入
式”宣讲，让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达到成风化人、凝心聚
力的效果。

“一网一平台”打造浸入
式宣讲体系

郑州供电公司现有全口径用工
12000余人，总量大；公司员工分布在
全市的各个办公场所，再加之近年来
电网投资额的不断增大，优质服务的
不断升级，施工现场、服务现场点多面
广。在这“大”和“广”之间，要打通“最
后一公里”，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到
每一位党员干部员工，郑州供电公司
需要形式和渠道上的创新。

于是，郑州供电公司利用“一网”
（互联网）和“一平台”（企业内部视频
播放平台），搭建起了一张“浸入式”宣
讲的信息传播网。

郑州供电公司抓牢员工食堂、电
梯、办公走廊等员工的“必经之路、驻
留地点”，搭建视频集中控制播放平
台，统一制作了《致敬老师傅》《保电十
九大》等宣传短片15部，剪辑《辉煌中
国》等优秀片源 17部，对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行图像化、通俗化的解读，以

“定点定向”的方式和信息汇聚的优
势，使员工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不
断加深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解。与
此同时，郑州供电公司还通过覆盖每
个基层党支部的 235个微信交流群，
定期推送党的十九大学习资料、文章、
图片，扩大了受众，切实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传播到每一位党员。

“博士+青年+工匠”组建
浸入式的宣讲团队

为实现“浸入式”的宣讲，郑州供
电公司第一时间组成了拥有博士学位

的工程技术人员、具有丰富生产经验
的工匠与先进青年典型组成的“老中
青”三代宣讲团。

黄浩军是国家电网公司优秀共产
党员，从事线路运维工作近 40年，取
得发明技术专利40项，培养输电专业
高级技能人才 468人，攻克技术难题
上千个，从他的事迹中凝练出的“操
心”精神在郑州供电公司人人耳熟能
详。他，代表的是“老一辈员工”的坚
守与奉献。燕跃豪与翟进乾两位博士
带领郑州供电公司博士创新工作站，
累计承担国网总部项目 3项，申请发
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撰写
专著1本。他们，代表的是“中生代骨
干”的创新与干劲。郝涛是全国学雷
锋示范点——“雷锋号”电力抢修队的
队长，他带领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队
伍战斗在供电保障的主战场，冲锋在
应急抢修的最前沿，奉献在志愿服务
的第一线。他，代表的是“新生代青
年”的激情与活力。

一个月来，这 4人组成的宣讲团
走进基层一线，走到党员中间，从自身
成长经历、电网发展成就、创新创效故
事等多方面，用“浸入”的方式深入解
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各类宣讲20
余场次，覆盖党员580余人次。

“有高度+接地气”呈现
浸入式的宣讲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个博大精深
的理论体系，作为基层供电企业，要做
到学懂弄通做实，就是要用会议精神指
导思维行动，让党员和普通员工切实做
到提高觉悟、转变作风、履职尽责。”郑
州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杨好忠表示，在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宣讲中，郑州供电公司
注重进行形象化解读、故事化表达，把

“大众化”与“化大众”有机结合起来。
宣讲团成员黄浩军坦言，接到这

个任务还是挺紧张的，理论知识政治
性很强，不仅要严格按照中央的有关
精神来把握讲课的内容，而且要考虑
到听众个体的需求，让听众愿意听、听
下去、听后有所收获。

郑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青年员
工鲁林晓说：“通过听取宣讲，能够感到
十九大精神与我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
关，必须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公司和电网
的发展中去，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央企责任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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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王丹

今年初，为应对严峻的大气污染
防治形势，预防采暖季雾霾的发生，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将大气污染防治作
为最特殊、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主动配
合政府工作，充分发挥营销、调控等平
台支撑作用，进一步细化方案，明确责
任，完善机制，强化清洁取暖电网配套
工程施工，积极推行电能替代示范项
目，大力开展电网绿色调度，助力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让城市“自由呼吸”。

清洁取暖净化蓝天

“今儿没雾霾！”开封市鼓楼区营
街社区居民王发具一进家门，便脱下
外套。电饭锅里飘来小米粥的香气，
他盛了碗粥，端到母亲房间。妻子正
在为母亲梳洗，空调柔和的暖风让患
哮喘的老母亲脸上泛起微红。“一会儿
出太阳，带咱妈去门口坐坐啊。”妻子
像往常一样嘱咐道。

为降低煤炭消费比重，预防冬季
雾霾，9月初，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共
安排 35.3 亿元专项资金，对郑州、安
阳、焦作、新乡、开封、濮阳、鹤壁等 7
个通道城市进行“以电代煤”清洁取暖
项目配套电网建设。11月底，完成全
部33.9万户配套电网建设任务，新建
（改造）10千伏开闭所2个，10千伏配
变8234台，10千伏及以下线路1.6万
公里。

同时，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还积
极协同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通过推
行供暖期阶梯电价、居民峰谷电价
和探索集中清洁供暖用电电力市场
化交易等方式，降低“电代煤”用电
成本。在采暖期的 4 个月一档电量
每月增加 100 度，取消第三档电价，
减轻居民“电代煤”取暖负担；在全
省范围内推行居民峰谷分时电价，
每天 22时至次日 8时在分档电价的
基础上每千瓦时降低 0.12 元，鼓励
用户选择使用蓄能电采暖设备。并
推动郑州、安阳、焦作等 17个市出台
了居民“电代煤”设备购置和家电补
贴政策，设备购置最高补贴 3500元，
电价补贴在每千瓦时 0.1～0.4 元之
间，大大提高了用户实施“电代煤”的
积极性。

“以前开封老胡同里家家都有煤
棚子，煤球、煤渣堆得到处都是，家里
房顶常年都是黑黢黢的。”说起“电代
煤”改造前的生活，开封市鼓楼区营街
社区主任李爱萍满腹牢骚，“今年开封
市全域禁煤，煤球都回收了，社区环境
一下子干净整洁了。买空调补 2000
元，采暖季每度电补贴3毛，现在大家
都争着用电采暖呢！”

电能替代领航发展

多年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高度
重视电能替代工作，委托国网河南节能
服务有限公司结合河南省域实际情况
和特点，在居民采暖、工（农）业生产制
造、交通、电力供应与消费等多个领域
全面开展电能替代示范项目，内容涵盖
分散电采暖、电锅炉、热泵、印刷烘干热
泵、电窑炉、电动汽车、电制茶、热泵烤
烟等多项技术，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以前总有用户来问电采暖咋
样？热不热？耗电量多少？自从营业
厅用上碳晶电采暖，大家都说好。成
本几百块钱，通电几分钟就热，干净美
观还没噪声。”作为碳晶电采暖技术的
第一批受益者，范村供电所副所长李
鹏如是说。结合河南农村地域广阔，
没有集中供暖的客观实际，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在全省 1570个乡镇供电
所营业厅示范推广碳晶电采暖技术，
示范面积达7.6万平方米。

位于汝州市轻工业园区的河南国
花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是热泵技术的直
接受益者。这家以彩色印刷和包装装
潢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企业，原靠一台
6蒸吨锅炉进行热风系统加热，常年
产生大量污染物，严重影响环境质
量。自从改用印刷烘干热泵项目后，
只需少量电能驱动即可实现高温热能
和冷气的大量输出，使用过程无任何

排放，每年相当于在能源消费终端减
少直燃煤 216吨，减排二氧化碳 386
吨。

由于传统制茶工艺温度难于掌
控，信阳文新茶园茶叶生产经常受此
影响导致减产。为此，茶园负责人购
买了杀青机、揉捻机、速包机、烘焙机
等电器制茶设备，进行全程机械化制
茶。改造后，生产 1千克茶叶电耗在
0.4千瓦时以下，制作费仅为手工制作
的四分之一，不仅节约了成本，生产可
靠性也大大提高，年加工产量可达35
万公斤。并能实现年代替电量 32万
千瓦时，相当于在能源消费终端减少
直燃煤143吨，减排二氧化碳256吨。

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
到，目前全省范围内已累计实施电能
替代项目 5900 多个，增加替代电量
301亿千瓦时，相当于在能源消费终
端减少散烧煤、直燃油832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2275万吨，二氧化硫等污染
物21万吨。

绿色调度助力攻坚

为全面落实我省打赢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工作部署，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按照“统调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
放环保委托监管”要求，建设了环保监
控系统，实现调控中心对全省 144台
统调燃煤机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数据在线监测，通过对排放超

标机组采取降低出力直至解列的措
施，督促各统调燃煤电厂提高环保设
施运行水平。

同时，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还在
发电调度中增加参考机组排放水平的
节能环保调度，全额消纳河南风电、光
伏、水电等清洁能源电量，提高低能
耗、低排放燃煤机组的发电负荷率，最
大限度减少河南电力行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截至 11月底，共吸收风电、水
电、光伏电量1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统调燃煤机组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 1916 吨、
12925 吨和 23776 吨，同比分别下降
68.81%、63.36%、32.22%。

在 2017 年至 2018 年采暖期，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协同省发改委、环
保厅重点制订电力绿色调度工作方
案，按照省网 3500万千瓦至 5000万
千瓦四档负荷水平执行阶梯开机，在
保证全省电网安全运行、电力可靠供
应、满足民生采暖需求的基础上开展
电力绿色调度。

“11月 15日起，安排郑州市最小
开机方式运行，全力压减通道城市及
洛阳、平顶山等耗煤重点城市燃煤机
组发电量，预计可调整发电量38.5亿
千瓦时，减少重点城市电煤消耗 180
万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调控中心
负责人付红军介绍。据统计，11月15
日至12月20日，9座城市统调燃煤机
组合计减发电量20.04亿千瓦时。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杜放光

“这批是布娃娃，三千个，后天上午
交货。”商水县舒庄乡三顾楼村玩具厂
厂长王旬正忙着布置生产任务。车间
里，一排排电动缝纫机正在飞针走线。

王旬给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以
前电压低，容易烧机器，一直没敢多投
资，七八年了守着一个老厂，每年也就
挣个零花钱。去年村里一下子增加了
俩变压器，我就琢磨着开了两家分厂，
没想到年底一盘点，挣了好几十万！”

王旬的玩具厂是商水县众多的
“巧媳妇工程”之一。如今，作为全国
唯一的“巧媳妇工程”示范县，商水县
已逐步形成服装服饰、无纺布制品、渔
网编织三大主导产业，数千个加工点
零星分散在各个乡村集镇。为解除众
多“巧媳妇工程”加工点用电的后顾之
忧，两年来，商水县供电公司优先对这
些村镇进行改造，已完成工程建设投
资 3.6 亿元，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394千米，新建配变1024个，给巧媳妇
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电网强，“巧媳妇”变富了

“去年，我迁址新厂，安装了三百
多台机器。现在厂里工人一个月平均
工资三千多，技术好的熟练工每年能
挣五万多，还有两口子一块儿在厂里
干的，一年能挣十来万呢！”红雷渔具
厂老板李华如是说。

之前的老厂，李华可没少犯愁。

“村里电压低，不出活儿，成本高；那时
候电力不足，还经常压负荷，一停电啥
都干不成。虽然说手头订单不少，干
着急就是干不出来。”

2016年，供电公司给李华的新厂架
设专线，安装专用变压器，还定期上门服
务，红雷渔具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与“红雷渔具厂”仅有两公里之隔
的“金来发制品厂”也是网改受益者。
老板周玉萍说，去年年底村里换了个
400千伏安的大变压器，自己的夫妻作
坊随之发展成了加工厂，周边村60多名
留守妇女来厂里就业，拥有固定供应毛
发商80人，带动头发收购户200多户。

如今金来发制品厂的成品不仅销
往国内市场，还出口欧美、非洲、中东
等地，年销售额达4000多万元。

电力有保障，巧媳妇致富忙。在
舒庄乡吴庄村，与玩具厂签约的村民
郭月华很是自豪：“去年，听说俺村的
电改造了，电稳了，足了，我就从广东
返乡，从邻村玩具厂拿活儿回家自己
干，刚开始的时候，想着一冬天能挣
5000 元都中，结果第一个月就挣了
6000多元，等到年底干完结账时，俩
月挣了一万六，腰包鼓了不说，还能照
顾家，两全其美啊！”

“一台机器可相当于七八个工人
的劳动量，电网改造给‘巧媳妇工程’
注入新动力，从此开启了‘智能化生产
时代’。”谈起两年来电网改造对商水
县巧媳妇工程带来的助推作用，相关
负责人如是说。

位于产业集聚区的河南阿尔本制

衣是商水县“巧媳妇工程”服装服饰的
龙头企业，为使电网升级改造与“巧媳
妇工程”完美结合，商水县供电公司投
资 4400万元新建了 110千伏新城变
电站，并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实现了双
回路供电，供电面积覆盖整个产业集
聚区10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环境美，“巧媳妇”变俏了

不仅仅产业集聚区内大厂子的女
工，就连乡村内以“味难闻”出名的养
殖场，女老板们如今也个个讲究，如同

“白领”。
“我以前的外号是‘邋遢媳妇’，为

啥呢？一个是电压低，打料机出力小，
料渣飞得满屋满身都是，叫人睁不开
眼。还有水泵，经常抽不上水，院子里
又脏又臭，弄得俺都不好意思出去见
人！”提起过去，固墙镇李楼村的养殖
场老板毛梅芝很难为情。

去年，村里进行电网改造，线路跟
变压器焕然一新，电足了，打料机没了
粉尘，无塔供水给力。不仅人享受，连
猪都住上了空调屋，喝上了自来水，睡
上了钢丝床。

毛梅芝的老公打趣说：“俺媳妇的
生活水准是直线上升。你看看，这连
衣裙一穿，高跟鞋一蹬，漂亮又时尚，
城里白领也不过如此吧！”

服务优，“巧媳妇”变“懒”了

在保证电网坚强的同时，商水县

供电公司尤其注重优化服务模式，让
“巧媳妇”足不出村，就能顺利完成缴
费、报装、抢修等各项业务。

为方便电费缴纳，公司加快推行
电e宝、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化服
务和缴费方式，同时依托电邮通、银行
代扣等社会化服务和缴费方式，为巧
媳妇提供更灵活、更便捷的供电服务。

“以前每月交电费那几天都犯愁，
一是路远，二是人多，排队交一回电费
差不多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提起过
去，玩具厂厂长王旬很是感慨。

刚建厂时，她想着一家人都对电
一窍不通，以后可有得操心了。没想
到，辖区电工随叫随到，完全解除了她
的后顾之忧。

2016年冬天，天下大雪，王旬车
间里有一条线路突然出毛病，下订单
的客户催个不停。王旬赶紧给电工打
电话，正在两公里外的吴庄查线的电
工高群成立即步行十几分钟赶到玩具
厂，很快恢复了供电，订单得以按时完
成。时隔一年，王旬再次提起此事仍
感动不已。

来玩具厂拿活儿的杨集村签约
“巧媳妇”王霞对眼下的“懒”日子颇为
满意：“该缴电费了手机一点；电有毛
病了打个电话，随时有人来修；有困难
了微信一发，有人主动关注……供电
公司这是要把我们变懒的节奏啊！”

新一轮农网改造使得商水县的
“巧媳妇工程”如沐春风，全县在家门
口就业的8万“巧媳妇”，年增收入10
亿以上。

本报讯 12月 22日，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宣布，由该公司负责的我省
重点民生实事中加快新一轮农网改造
任务5项工作已全部完成。

自 2017 年我省十大重点民生实
事确定以来，该公司严格落实省委、省
政府的工作部署，围绕年度目标任务，
建立项目台账，精准过程管控，开展督
导检查，加快工程推进。截至12月20
日，该公司完成1900个中心村电网改
造；完成 3900 个贫困村通动力电改
造；实现 13万眼农田机井通电；完成
38个贫困县电网脱贫建设任务；消除
39个乡“一乡无站”问题，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我省重点民生实事中关于加快
新一轮农网改造的建设任务，加快扭
转了我省农网薄弱局面，农网供电可
靠性和电能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据统计，中心村和贫困村通动力
电的改造，消除了中心村和贫困村的
用电“低电压”和供电“卡脖子”问题，
直接受益百姓超1000万人；农田机井
通电的实现，使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
大降低，农村劳动力得到释放，新增受
益农田近 650万亩，仅此一项可每年

减少百姓灌溉支出3.9亿元；通过贫困
县电网脱贫改造，为贫困村、贫困户因
地制宜发展种养业、加工业、乡村旅游
等特色优势产业提供了充足的电力保
障，助推了贫困地区“脱贫摘帽”。

为确保新一轮农网改造工程建成
德政工程、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该公
司坚持把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
好，细化措施、分解责任，加强资源调
度，加强人员力量配备，共组织 1900
余支施工队伍 2万余人投入建设；围
绕年度任务目标，逐县、逐乡、逐村分
析研判，科学安排电网建设改造项目，
项目涵盖220千伏至380伏全电压等
级，将项目精准落实到每个村镇、每个
台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高标准开
展工程建设，全面推广通用设计和标
准工艺，提高设备质量和建设水平，严
把工程验收质量关，确保设备“零缺
陷”、通道“零隐患”投运，主要供电设备
满足30年内不大拆大换，避免重复建
设改造；公司领导带队对项目进展情况
开展督导检查，全面梳理存在问题，逐
一建档、限期整改、反馈销号，确保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裴培 李小明）

本报讯 12月 22日，新野县供电
公司组织专业骨干深入开展安全用电
隐患排查，抓细节、重执行，多措并举
确保设备迎峰度冬期间安全可靠运
行，让广大用户温暖过冬。

为 保 证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取 得 实
效，该公司制定了详细的隐患排查
计划，组织人员深入辖区现场，深入
客户，对辖区内的 35千伏输电线路、
10 千伏线路、公用变台及专用变台
进行了全面细致排查。尤其对客户

基建用电、临时用电、动力用电、电表
箱、配电变压器等易发生故障的，采
取逐线排查、逐变台排查、逐台区排
查、逐村组排查，及时掌握配电设备
运行情况。

在加大安全用电宣传力度的同
时，该公司还组织各供电所员工通过
走访和查阅特殊客户档案资料，深入
广大客户家中，帮助检查漏保安装情
况，排查设备线路安全隐患，及时帮助
更换破旧老化线路设备。 （吕媛媛）

电能替代让城市“自由呼吸” 国网河南电力
助力我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设

“浸入式”宣讲让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创新方式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新野：多措并举迎峰度冬

电网改造助推“巧媳妇工程”

对电锅炉用电安全情况进行检查 郑亚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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