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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裴培

“以前一到高峰期，用电饭煲煮饭就不
敢再开其他电器，更别说使用空调了。现
在好了，彩电、抽水机、电冰箱等随时可以
放开用。”村民王凤霞的话代表着中原大地
上不少乡亲们的心声。由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主导的农网改造给农村电网强筋健
骨，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农民幸福
生活触手可及。

电作保障 希望再出发
从安阳市区出发，朝西北方向沿着蜿

蜒曲折的山路行驶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安
阳县都里镇。这个在2016年“7·19”洪涝
灾害中遭受重创的地方，在多方支援下经
过近两年的重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
复原，电力等基础设施比之前更加完备。

“现在用电非常可靠，即使高峰也能带
动 3个空调和 2个冰柜，这在之前难以想
象。”村民宋长根回忆说，灾后道路、通信设
施受损，被困到村外的他，一等洪水退去就
往家里赶。在恶劣的环境下，电力员工昼
夜不停抢修，第二天就恢复供电了。

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涝冲塌了房屋，冲
垮了桥梁，农网改造成果也被无情摧毁，都
里镇上 7个村庄共 18个电力台区不同程
度受损。灾难面前，安阳县供电公司员工
克服一系列困难，新建改造 10千伏线路
14.02千米、0.4千伏线路 25.87千米、配电
台区 20台，农网改造工程如期完成，不仅
使2.2万人正常用电，也为当地旅游业发展

提供了充足动能。
由于历史原因，先前村民使用的是村

里集资架线从河北引来的小水电，负荷低、
电压不稳，电器常常被烧损。“现在供电不
仅稳定，电价也低，返乡创业的愿望终于能
实现了。”经营农家乐的郑金河告诉记者，
灾前农网改造已经让他受益不少，依靠充
足电能，农家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最
高日客流量达到千人。

据统计，近五年，安阳县供电公司农网
改造投资达660余万元，使都里镇20余处
景区的电力供应得到保障，2017年至今，
该镇接待游客 6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达到820万元。

因电而变 致富有奔头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3月12日，记者

走进新蔡县砖店乡大宋庄村，只见新盖的
红色农家小楼、路两旁翠绿的麦田、平整干
净的文化广场，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新
村图画。

大宋庄村是新蔡县重点贫困村，为帮
助该村脱贫摘帽，新蔡县供电公司投资
197.1万元，新建改造8个台区、10千伏线
路1.55千米、400千伏线路8.75千米，使户
均容量从 0.47千伏安增加到 2.0 千伏安，
从根本上解决了低电压等用电“卡脖子”现
象。

如今，大宋庄村家家户户电器一应俱
全，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充足的电
力也带动了养殖、种植等产业的蓬勃发展，
当地生产的金银花、艾草等药材远销国内

各大城市；大棚里的蔬菜也不愁销量，成为
武汉民航、郑州民航专供。

“过去用电提心吊胆，电压不稳能烧损
一条街的电器，现在供电好得很，供电服务
也周到，遇到问题一个电话打过去，电工师
傅都能帮忙解决。”大宋庄村村卫生所医生
王朝说，用电更安全、更方便是家家户户切
实感受到的。

有了充足电力，招商引资、谋划发展也
有了底气。大宋庄村吸引来了上市公司，
为上百名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
会；幼儿园、学校、医院也在规划中，建好后
村民可以就近看病和上学，生活更方便了。

大宋庄村小学教学楼顶的光伏板在阳
光下格外耀眼。该光伏扶贫项目的开展不
仅能解决学校及村里日常用电，还能将多
余电输送给电力公司。有了光伏电站，村
里每年每户贫困户靠分红就能拿到 1000
元，一年给村里带来的收入达到20万元。

电力为产业助力，产业助力脱贫。张
时展作为该村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自
从加入农业合作社开始种植艾草、做收售
生意后，收入比先前多了一倍。据村支书
张方彬介绍，凭借充足电力支撑，村里种植
合作社和养殖合作社带动了100多户村民
踏上了致富路，藤编等手工业也蓬勃发展
起来，“农网改造不仅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还带动产业发展，拉动投资和消费，
助力脱贫，一举多得。”

加快推进“答卷”更满意
“现在用电灌溉，浇水快，出水多，还省

钱，用着可得劲儿。”这几年，滑县村民侯学
国通过土地流转，在白马坡耕种了 280多
亩土地，靠种粮过上了小康生活。他说，用
机井灌溉成本节省了，浇地也勤了，小麦增
产了近一倍。

农网改造力度之大超出了农民的期
待。安阳县上寺坪村村支书姚怀生介绍，
村里原来 16平方毫米的光皮细线和现在
70 平方毫米的绝缘导线形成鲜明对比：

“原来的线路已经用了40多年，存在极大
的安全隐患，而改造后的电表下户线就有
10平方毫米，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从用电高峰期“低电压”“卡脖子”到用
上电、用好电，从2015年年底全省农网户
均配变容量 1.05 千伏安到如今的 1.78 千
伏安……得益于农网改造，河南农网向坚
强电网迈出了一大步。

据悉，农网改造后，全省受益农田达
1900万亩，每年减少农民灌溉支出11.4亿
元；93.7%的农村加工作坊使用了动力电，
其中65.2%为近两年农网改造通动力电后
开办；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空调 90台、电
热水器34台、电磁炉63台、电冰箱92台、
电饭锅 79 台，比农网改造前分别增长
82%、64%、57%、45%、44%。

促投资、助脱贫，农网改造升级再发
力。2018 年，国网河南电力计划安排
151亿元，全面完成所有贫困县和贫困村
的电网建设任务，同时完成包括 1235 个
深度贫困村在内的 6000 余个行政村电
网改造，为河南乡亲踏上幸福生活加油
提速。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刘进勇 边蕾

油气回收装置改造，持续三次升级油
品，实现油品快速检测……一系列嬗变折
射出传统石化企业走出绿色发展之路。在
全省环境治理攻坚战中，中国石油河南销
售公司等石化企业以提供优质油品为己
任，用责任担当呵护碧水蓝天，在我省机动
车尾气污染专项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炼就“火眼金睛”，快速识别
劣质油

汽车尾气是灰霾的重要源头之一，因
此车用燃油质量不容忽视。油品质量好不
好，直接关系着汽车使用寿命和大气质量
改善。但传统检测方法却费时费力，让“把
关”油品质量成为繁琐事儿。近期一种快
速检测方法投入市场使用，破解了难题。

3月 23日，记者从中国石油河南销售
公司获悉，从今年一季度开始，该公司在加
油站推广使用快速油品检测方法，为油品
监督检测及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技术支
持。

当天，在中石油郑州第二加油站，现场
工作人员取来一小瓶汽油，放到一台被誉
为“神器”的中红外油品分析仪旁，取样管
把汽油吸收进去，大概2分钟左右，这台仪
器的屏幕上就呈现了“体检报告”，35项指
标一览无余。

“坚决不让一滴劣质油流入到市场。”
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质量计量检测中心
工作人员赵海洋说，用这种快速检测方法
能够最短时间对油品质量做出判断，可较
好用于现场的油品质量监督检查，比传统
方法整整节约了3天时间。

有关人员介绍，这款“神器”用红外线
照射样品对光谱进行计算和比对，但背后
要有大数据的支撑。为此，技术人员将各
品号油品检测数据逐一录入系统并结合获
得的光谱建立了数据库。在大数据支撑
下，现场检测就能又快又准。

今年年初，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一
次性购入 2台中红外分析仪，并匹配前期
建立的大数据，提升了检测效率。近年来，
该公司注重自主研发，一系列检测新方法、
新手段应运而生，实现快速识别劣质油。

燃料乙醇是环境友好的生物质能，以
一定比例添加到汽油形成车用乙醇汽油。
使用乙醇汽油可有效减少汽车尾气中的碳
排放、细颗粒物排放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
污染，乙醇汽油成为未来油品替换的理想
选择。

按照计划，到 2020年，全国范围内将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但由于暴利驱
动，不法人员违规向乙醇汽油中添加甲
醇。甲醇有毒性和腐蚀性，可导致汽车故
障增多。

如何识别出这些混有甲醇的油品？
技术人员介绍，以前主要使用气相色

谱检测法检测油品中的甲醇，耗时长且对
设备依赖性强。为找到便捷可靠的检测办
法，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通过技术攻关，
研发出乙醇汽油甲醇快速检测法。2017
年 9月 15日，车用乙醇汽油中甲醇快速测
定比色法通过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企业标准
的审批、发布，并正式实施。

油品升级“三级跳”，大幅减
排污染物

从 2016年到 2017年，我省成品油市
场，从国Ⅳ标准到国Ⅵ标准，油品持续三次
升级，跑出绿色“加速度”。

2016年 7月，省委省政府打响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按照要求，中国石油河南
销售公司克服库容小、品种多、时间紧、质
量要求高、保供压力大等困难，积极推进国
Ⅴ油品升级置换，2016年 10月 31日前置
换全部完成，提前 2个月置换供应国Ⅴ油
品。

2017年3月23日，环境保护部会同有
关单位联合下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河南省郑
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7市
9月底前全部供应符合国Ⅵ标准的车用汽

柴油，禁止销售普通柴油。大局面前，中国
石油河南销售公司不讲条件、不计得失，克
服重重困难，提前一个月完成升级置换。

油品升级，大大改善空气质量，公众直
接获益。与国Ⅴ标准相比，国Ⅵ标准车用
乙醇汽油的芳烃含量上限降低 12.5%，烯
烃含量上限降低 25%，苯含量上限降低
20%；车用柴油多环芳烃指标含量上限下
降36%。这其中，烯烃、芳烃是光化学烟雾
的主要来源，芳烃和苯是主要致癌物，多环
芳烃是产生PM2.5的罪魁祸首。油品升级
了，汽车尾气中的污染物排放也相应减少
了。

根治油气“跑冒”，严格采购
管理

如今，当你走进城市街头的正规加油
站，绝大部分情况下，弥散在空气中的油味
闻不到了。这是因为全省大部分加油站完
成了油气回收装置改造。

早在2014年，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
就投入1.8亿元，在同行业率先对750座加
油站进行了油气回收装置改造，收集加油
过程中挥发的汽油油气，通过吸收、吸附或
冷凝等工艺，使油气从气态转变为液态，重
新变为汽油，基本实现油气零排放。据实
验数据测算，每年可减少油气挥发近千吨。

加油站不再是污染“大户”，直接“堵住
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路过加油站，人们
也不用“掩鼻而过”。

油品质量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
“以质取胜，以量取信，诚信经营”也是立企
之本、服务之责。近年来，中国石油河南销
售公司带头全面推行无误差付油，并强化
采购环节质量管理，外采油品通过存档备
查、源头封罐、到站化验、留存油样，实现质
量可控可追溯。同时，定期进行不同环节
的油品抽检，2017年全年和 2018年一季
度，累计抽检库站、配送罐车和外采油品
3000 多批次，其中政府和上级公司抽检
164批次，合格率100%。

2018年 2月，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
获得“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先进单
位”，这是继2017年后再度载誉。“讲政治，
顾大局，为美丽河南做出了突出贡献。”河
南省环境治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其给予高
度评价。

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人要吃饭，车要加油，
成品油销售行业与广大人民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今年我省还将在全省范围推广国Ⅵ
标准车用汽柴油，全面推广车用尿素，开展
重型柴油车超标排放治理，油品绿色化之
路正越走越宽。

爬上90米高空
为线路“体检”

信息化助力矿产有序开发

清洁油品 扛起“绿色担当”

农网改造提速幸福生活
——国网河南电力农网改造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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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罗浩 文/图

进入3月份，河南主干电网春季检修全面拉开序幕。作
为我省500千伏及以上超、特高压变电站和输电线路的运维
单位，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提早筹备，组织检修力
量分赴全省各地，对主干电网开展了一场大“体检”，使电网
设备在经过冬季用电高峰考验后尽快恢复最佳状态，迎接
夏天的到来。

“等电位！”只听天空中传来一声大喊，随即伴着“噼啪”一
声，便看见一个人影沿着导线迅速向远处移动。3月 23日，
河南省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春季连续带电作业在平顶
山关岭地区启动，这只是此次5处作业现场其中之一。

春暖花开之际，也被线路人员戏称为带电作业的“最佳季
节”。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组织骨干检修力量分成两个带电
作业小组，分赴平顶山和焦作地区，对1000千伏长南Ⅰ线进
行带电消缺和带电检测。两天需要完成5项作业，班长樊建
军对他的队员们充满了信心：“今天需要处理的缺陷是导线防
振锤滑移，作业难度不算大，不过后边接着还有几项任务，对
大伙的体能是个考验。”

由于作业对象是特高压线路，除了屏蔽服外，等电位作
业人员孙超还戴上了防护面罩。上午 11：14，一切准备工
作就绪，距离地面 90多米高的电塔上，孙超乘坐吊篮，缓缓
向电场荡去。抵达等电位后，只见他动作矫健，沿着导线
走到防振锤所处的位置，检查情况后，将防振锤逐步推移
至原位并重新固定，一连串动作丝毫没有受高空和大风的
影响。

整个作业过程需要地面和塔上人员全力配合，尤其是进出
电场乘坐的吊篮需要通过地面人力拉升，完成任务下塔后的孙
超被大家开玩笑道“该减减肥了”。现场工作收尾后已经过了
中午1：30，队员们拿出干粮，准备奔赴下一处作业地点……

据了解，此次连续带电作业共涉及 5基铁塔，作业范围
在焦作和平顶山两个地区，地点分散，且多位于山岭地段。
除了处理防振锤滑移外，还要对带电部位的鸟巢进行移除，
对绝缘子污秽度进行取样，检修人员被分为两组，同时开展
作业。而根据缺陷和环境情况，每处作业方法也不相同，这
不仅要求检修人员的专业技能过硬，更要有充沛的体能。最
终经过连续两天的密集作业，4处带电消缺和1处带电检测工
作全部完成。

该公司带电作业技术专责陶留海介绍，春季是线路缺陷
的高发期，大风容易使塔身和导线的部件松动或脱落，被风吹
起的塑料袋、树枝、风筝等可能会引发线路跳闸等严重故障，
同时还有鸟患等问题，因此带电作业较密集，为的是在夏峰前
使线路恢复“最健康”状态。

本报讯 3月22日，荥阳市供电公司组织精干力量对全市
10千伏农业灌溉线路及35千伏变电站进行专项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消缺。这是该公司为春灌保电保驾护航的具体举措。

该公司把保证农业抗旱用电放在重中之重，提前组织精
干力量深入各村委了解抗旱浇麦情况，掌握一手资料，认真统
计、分析、处理排灌集中的过载配电变压器，提前进行负荷分
配，确保不因负荷原因导致广大农民浇地困难。春灌期间，该
公司还成立了20余支由青年志愿者组成的电力抗旱服务小
分队，深入田间地头、井口渠边，了解春耕用电和供电服务需
求，帮助群众做好抽水设备和供电线路的维护，随时受理农业
用电申请，受到群众的欢迎。 （孙红岩）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陈跃峰）“这比以前省心多
了。”3月9日，货车司机张建设拉着满满一货车矿产品，来到
汝州市妙水寺计量服务站过磅，车一到磅上，重量立刻在一旁
的LED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输入验证码后，费用直接从
一卡通上扣除。

这是汝州市加强矿产品税代征信息化建设、规范矿产有序
开发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该市矿产资源丰富，截至目前共发
现42种。为规范矿产开发，该市财政拨付350万元，建成了税
费征管中心、四个标准化计量服务站和信息化配套设施，并与
省非煤矿山管理办公室全国首创的“互联网+资源税代征”矿
产品大数据平台实现无缝对接，不但有效堵塞了税费流失的漏
洞，降低了征纳成本，而且使企业的纳税环境更加透明、公平，
减轻了企业负担，实现了高效代征、实时扣缴、应收尽收。

作为首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市县之一，汝州市矿
产品税征收额由过去的每年不足1000万元，2017年激增到
5800多万元，城市面貌也实现了从“半城煤灰半城土”到“一
城青山半城湖”的嬗变。“加大矿产品税代征力度，有利于从源
头上遏制私挖乱采现象，保护行业有序发展。”汝州市常务副
市长刘鹏说，“矿产品资源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矿
产品税收入增加之后，可以用于城市建设和农业农村发展，进
一步改善民生。”

荥阳

护航春灌保电忙

技术人员在进行油品化验 边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