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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与腾飞
——南阳梅溪宾馆改制及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南阳地处中原，界分南北，楚风汉韵，人
杰地灵，缔造了无上的荣耀与辉煌。

南阳梅溪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南
阳梅溪宾馆，于 1958 年建馆，2006 年转企
改制为南阳梅溪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是南
阳 市 委 、市 政 府 的 重 要 接 待 单 位 之 一 。
2001 年被市旅游局评定为三星级宾馆；曾
连续多年被消费者协会评为“最受消费者
喜爱的河南省十佳宾馆”；2000 年分别荣
获“河南名店”“中华餐饮名店”称号；2003
年被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会确定为“河南
省豫菜基地”；2012 年 9 月精心打造的梅
溪国际酒店投入运营，被确定为 2012 年中
国第七届农运会定点接待单位，2016 年获
授四星级宾馆，2017 年被河南省餐饮与饭
店行业协会评为“省百强餐饮企业”，六十
多年的光辉与荣耀见证了梅溪宾馆的华丽
蜕变，如凤凰涅槃。

梅溪宾馆，地处南阳城市中央，梅溪国际
酒店，是南阳最具代表性的高端酒店之一。
作为南阳地域性标志的四星级酒店，拥有舒
适宁静的入住环境，尊贵豪华的商务套房，处
处彰显尊荣，满足千百品味，懂得万种生活。
走进梅溪这一刻，您将远离旅途劳顿，城市喧
嚣，等待的只有家的温暖，亲情的呼唤。走进
梅溪宾馆，美食对于八方宾客来讲，是一个恒
久不变的魅力存在。任何一种美食，在历经
岁月沉淀后，方可显露其精华，在厨师们精湛
的厨艺中，演绎着人世间最美妙的味道，口口
相传中，给南阳的美食文化增添了几分神奇
的色彩。这里使得宾客在忙碌之余，感受味
觉的快感与满足，更兼具家的温暖和梅溪人
好客的情怀。

下榻梅溪国际酒店，感受精致体验，独享
优雅风范。

2005 年是梅溪人的涅槃之始，宾馆原
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魏恩卿带领领导班子积
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毅然决定对宾馆进
行转企改制。作为企业的负责人，魏恩卿以
企业大局为重，投身市场经济大潮中。他带
领班子成员不畏人言，大刀阔斧，开拓创新，
使得梅溪宾馆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站稳了
脚跟。

回首改制之初，企业债务累累，改制期
间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涉及资产清算、
利益分配、人员安置等，这对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形成巨大的压力。面对重重困难，
魏恩卿高瞻远瞩，沉着应对，理清思路，找
准定位，制定了“以酒店经营为主业，以项
目开发建设为支撑”的两手抓战略，清晰的
发展思路，为梅溪宾馆今后的腾飞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2008 年，经过反复论证，公司构划出企
业发展愿景和宏伟蓝图，正式提出建设具有
地 标 意 义 的 标 志 性 建 筑—— 梅 溪 国 际 大
厦。建设伊始，面对家属楼搬迁，建设资金
筹措等问题，如泰山压顶，考验着公司新一
届领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不懈努力，克
服重重困难。历时两年，单体体量近 10 万
平方米，地面高度 100 米，宏伟的梅溪国际
大厦拔地而起，大厦集酒店、商业、办公、公
寓为一体。其中各项辅助性设施完善程度
在南阳居于首位，酒店软硬设施完全按照
五星级的标准建造，并出彩地完成了 2012
年中国第七届农运会接待任务。全新打造
的梅溪国际酒店，在软硬件建设领域已迈
向一个全新的高度，为梅溪宾馆一流的服务
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并向跨行业发展迈出了
第一步。

近年来，梅溪宾馆外树形象，内抓管理，
强化培训，树立了以“诚信、奋斗、坚韧、创
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勇
于担当社会责任，促进南阳旅游业共同发
展。企业在搞好自身经营发展的基础上，还
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组织参加各项公
益活动，更好地展示了企业的良好形象，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与好评，换来了梅溪宾
馆品牌的进一步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
增长。

风雨后的彩虹是自然最友好的馈赠，
涅槃后的重生是对生命最坚强的肯定。鲲
鹏展翅九万里，无限风光看梅溪。南阳梅
溪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在董事会的坚强领
导下，不忘初心，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南
阳梅溪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一个崭新的企
业，一个响亮的品牌，将与千万南阳人一
起，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更加辉
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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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梅溪宾馆外观

绘就电业为民美好画卷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五十周年发展走笔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白易杰 王涛

夜幕时分，站在仲景桥上放眼白河两岸，
万家灯火，流光溢彩，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
力。

从第一盏灯到万家灯火，从年售电量
1.36亿千瓦时到200亿千瓦时，南阳宛电走过
了50年的沧桑岁月，也收获了50年的春华秋
实。一代代的宛电人为了实现心中的“宛电
梦”，用智慧和拼搏踏着时代节拍御风而行，
成就了“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用发展浇筑梦想

总有些历史瞬间，在历史长河中微如尘
埃，却熠熠生辉。在南阳大地上，南阳电力关
乎千家万户和城市命脉，它的足迹，记录着这
个城市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节节攀升。
让我们一起用工笔画的手法，描绘那一个个
注定不平凡的历史时刻。

时间回溯到1969年 2月,“南阳地区电管
总所”“南阳电厂”“南阳地区农电修试所”“南
阳地区电网筹建处”合并成立“南阳地区电力
公司”，统管全地区发供电业务，宛电人的拓
荒寻梦之旅由此起航。公司成立之初仅有
67人、年售电量 1.36亿千瓦时。南阳电网仅
为覆盖 1 市 8 县城关区域的 35 千伏独立电
网，全区仅有 10座 35千伏变电站，每县仅靠
1条10千伏线路提供电源。

历史将南阳电力发展的接力棒交到了
“宛电人”手中，在南阳人民殷切的目光中，
1970年，第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大河变）、第
一座 220 千伏变电站（遮山变）相继投运；
1975年，包括南阳县在内的12家县局相继成
立；1985年，公司售电量首次突破 10亿千瓦
时；2000年，南阳地区实现了村村通电。

进入 21世纪，伴随着南阳经济社会的蓬
勃发展，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和南阳电网迎来
了大发展、大变革的历史机遇。

2001 年，第一座 500 千伏变电站（白河
变）成功投运；2007年，南阳电网实现户户通
电，售电量首次突破“百亿”；2008年，实现每
县至少有1座220千伏变电站。

2009年，全国首条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
示范工程落地南阳；2015到 2018年，南阳电
网4年累计完成基建总投资106亿元，形成了
以 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为支撑、500千伏

电网为骨干网架、220千伏电网为区域主干网
的坚强电网，是全国电压等级最齐全、全省输
电线路最长的区域电网，实现每县至少有 2
座220千伏变电站。

2018 年，公司售电量突破 200 亿千瓦
时，销售收入突破 100亿元。目前，国网南阳
供电公司服务全市所有县（市、区），运维全
省 1/6面积的电网，服务全省 1/10的常住人
口，管理全省1/10的县公司和用工队伍，成为
河南省供电区域面积最大、所辖县公司个数
最多、用工总量最多的地市公司。

用忠诚守望初心

7月 31日下午 2时，随着调度员的指令，
郑万高铁南阳锦绣牵引站 220千伏蜀锦线成
功送电，这标志着郑万铁路南阳段共计 4座
220千伏牵引站全部顺利投运，为郑万高铁南
阳段列车运行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

作为我省的重点建设工程，线路中有
50%位于山区、丘陵地带，有些地方还要穿越
长距离隧道，工程实施难度较大，承建者国网
南阳供电公司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
4座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的建设任务，充分展
示了宛电人的智慧和担当。

浩吉铁路是当前世界在建最长的铁路项
目，也是国家“北煤南运”新的战略大通道，全
长 1814 公里。南阳段配套新建供电线路
212.2公里，新建杆塔 616基。为加快工程施
工建设，公司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营销部、建
设部、发策部等相关部门紧密协同，抽派最精
干技术力量对项目进行实时跟踪，市场及大
客户服务室主动上门服务，进行项目推进协
调与技术指导，随时掌握反馈客户的用电需
求和工程进度，解决供用电实际困难，确保了
工程顺利推进。

在脱贫攻坚战中，国网南阳供电公司也

主动担当，大显身手。投入资金近 70亿元用
于贫困地区电网改造，完成 7个贫困县、759
个贫困村、199 个深度贫困村电网脱贫改
造。从 2016 年到 2018 年累计为低保户、分
散供养五保户减免电量 1.99亿千瓦时，费用
总计 1.1 亿元。另外，还争取资金 922.7 万
元，对南召县方冲村等 9个定点扶贫村基础
设施进行改扩建，协调帮扶资金 550.6 万元，
引入和扶持扶贫产业项目 13个。该公司获
评南阳市 2018 年度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十面
红旗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在南阳绽放的世
界月季洲际大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
国月季园内如梦如幻的灯光秀让很多人尖
叫，深深刻在记忆里，难以忘怀。殊不知，国
网南阳供电公司已经为这个项目忙碌了三
年。2017年，公司已对月季大会主会场及周
边区域电网进行了改造；2018年初，公司又特
别为月季洲际大会成立了供电服务队，为月
季园区建设提供专项服务；今年 3月下旬，公
司又提前一个月开展隐患排查及保电演练工
作，针对各种情况制订电力调度方案，保证了
盛会的如期绽放。

而如此振奋人心的事，在 50年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还有很多，宛电人用情怀点亮伏牛
大地，用满腔热血和辛勤汗水演绎忠诚担当。

1975年，特大暴雨造成 220千伏南平输
电线路 3基杆塔倒塌，宛电人风雨中手拉肩
扛连续奋战 13个昼夜恢复供电；1986年，青
台变升级扩建大会战，数百名干部职工常住
工地，顶风冒雪，不畏严寒，紧赶工期，保障
南阳人民度过温暖祥和的春节；1990 年，老
界岭 305线不堪冰雪重压，塔倾线断，一线干
部职工采用原始作业手段，人工拉线架塔，
抗风斗雪抢修复电；2000 年，南阳遭受百年
不遇的洪涝灾害，白河水位暴涨，公司领导

班子全体出动，与广大职工一道在湍急的洪
水中固塔保电。

2008年，宛电人主动请缨，362名抗冰勇
士自带 800余万元的救灾物资，千里驰援湖
南郴州抗冰保电；同年5月，再次出征四川，在
汶川特大地震的无数次余震中，架设起承载
希望的能源保障线；2010年，统筹开展了南阳
市中心城区七一路、文化路、工业路 110千伏
建滨线、岗建线电缆入地改造工程“24小时千
人大会战”；2006 年至 2011 年，高质量完成
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
验示范工程属地协调、大件运输、白河变扩建
改造、特高压服务基地建设、后勤保障等艰巨
任务；2010年至2012年，举全公司之力，实现
了“农运工程零超期，农运保电零停电，农运
服务零投诉、开闭幕式保电零闪变，确保第七
届全国农运会供电保障万无一失”的庄严承
诺；2010年至 2013年，倾情服务保障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16.2万移民迁安、配套线路迁建，
实施以“心系移民 电网情深”为主题的“双千
双百”工程，为实现“不伤、不亡、不掉一人”的
安全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50年来，南阳电网一直与南阳共发展。”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杨保灿说，国网
南阳供电公司坚决扛起央企的责任担当，坚
持画好政治、经济、社会三大责任同心圆，在
服务南阳发展大局上屡立新功，电网发展再
谱新篇，形成了以“特高压南阳变电站为支
撑，500千伏电网为骨干网架，220千伏电网
为区域主干网的坚强电网”，绘就了一幅人民
电业为人民的美好画卷。

用服务赢得民心

“仅用13个工作日就办妥了，比以前缩短
了10天以上。”南阳市独山玉矿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起用电报装项目的审批，仍然掩饰不住

兴奋和感激之情。
2017年，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出台了“放管

服”改革业扩报装工作提升方案，对客户办电
业务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推行“容缺办理”；精
简67项受理和验收资料，简化报装业务流程，
删减 126个业务环节；减少审批层级，下放用
电项目审批权限，实行物资储备供应，压缩业
务各环节时限，进一步缩短办电时长。目前，
新的报装全流程时限较国网公司标准缩减
52.37%，比国家能源局时限要求还缩减近
73%。

除此之外，国网南阳供电公司进一步优
化服务，提高效能。如今，客户平均办电内部
用时比去年同期缩短了 3天以上。该公司积
极推广预约办电，高压客户可控办电环节平
均时长压减至 20个工作日以内，无配套工程
的低压用户实现“当日受理、次日接电”。同
时，深化“互联网+营销服务”，拓展网上办理
业务渠道，客户办理业务时可下载掌上电力
APP客户端，所办业务可在网上申请完成，实
现常见业务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
门”，19项业务“一次都不跑”。目前，公司完
成全省首例“电e票”业务应用，提高线上交费
率10.25%，排名全省第一。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实施办理用电业务减
资料、减环节、减时限以及零证预约、零上门、
零审批、零投资“三减四零”新举措，构建以客
户为中心的办电服务体系，全力优化全市用
电营商环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公司“放管服”改
革实施以来，国网南阳供电公司业扩平均时
长达标率达 100%；实行园区“一站式”服务，
主动对接全市 249个新开工项目，快速响应
客户用电需求。目前，南阳地区新能源最大
出力达 71万千瓦，占全网用电负荷的 35%，
创历史新高。

从蹒跚学步到一路向前，一代代宛电人
不惧风雨、不畏艰险，始终保持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南阳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前行。国网南
阳供电公司总经理黄庆骥说：“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
命脉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将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公司发展
相结合，为满足南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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