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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9日，在秋检秋查中，桐柏县供电公司对
电网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消
除，确保设备安全可靠供电。 郝振营 陈安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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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河南电力跨黄第一高塔完工

一线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王丹

“目前，我省‘煤改电’工程物资采
购合同已全部完成电子化签约。往年
这时候，我们还在加班加点，跟供应商
面对面签合同，天天不停地盖章；如
今，通过电子化签约，半分钟就能签一
份合同，后续的结算工作也可以在手
机APP上办理。”10月 16日，说起物资
合同签约结算电子化的变革，国网河
南电力供应商服务中心专责闫朝阳
说。

近年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物
资公司创新物资管理工作，实施“豫电
物资合同签约结算电子化”项目，陆续
实现合同电子签章、“三单”（到货验收
单、投运单、质保单）电子签批、发票池
自动处理、支付融合智能结算。今年
起，签约结算新模式在省电力公司系
统内全面落地应用。正如闫朝阳所
说，从前，沟通只能“面对面”，现在，办
事只需“键对键”。

数据多跑路 人员少跑腿

近年来，河南电网建设规模逐年
增大，工程物资合同签约结算任务量
成倍增长，电力物资签约年均业务量
高达 20万份。“以前全是纸质合同、纸
质采购供货单，且一式三份，甲乙双方
需当面签字盖章，每年仅各方加盖印
章就达60万次。”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合同管理部副主任孟宪胜说。

2017年，国家电网公司对电子签
章应用提出指导意见，省电力公司物
资公司先行一步，不仅陆续实现了电
子签章全覆盖，而且优化提升为自动
处理。

“仅电子签章功能就经过了多次
试验和多方调研。从一开始人工手动
拖动鼠标盖电子章，到专门到河北邀
请专家指导安装调试插件，终于，‘电
子签章’小插件上线成功，实现了自动
定位签章，盖一份合同只需50秒。”国
网河南电力供应商服务中心专责樊振
回忆。

为确保电子章真实有效，工作组
成员基于电子商务平台制作电子章，
植入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身份
认证，保障签章法律效力。同时，不断
优化插件功能，实现了程序一键启动、
自动执行、批量处理。

“现在盖一份合同仅需30秒，还可
以指定盖章位置。远程异地电子化签
约时间由数天缩短至 3秒。以前 4个
壮汉，背着 4000多份合同到供应商服
务中心，用一整天盖章的情形已成为

历史。”山东鲁能光大电力器材有限公
司业务员喻小平说。

2018年年初，省电力公司物资公
司在采购供货单全部实现电子签章的
基础上，全面扩大电子签章范围，实现
了合同电子签章全覆盖。截至 2019
年 9月底，该公司已完成电子化签署合
同 3万余份、协议库存采购供货单 35
万余份，合同签约成本和风险有效降
低，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功能“高大上”操作“傻白甜”

有了合同电子签章的成功经验，
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决定在物资结算
环节实施电子化改革创新。以往，结
算手续均为线下办理，供应商需传递
大量纸质单据，流转慢、易丢失、差旅
成本高；基层单位签批盖章手续繁琐、
链条长、周期长；供应商服务中心手工
验审票据及多系统交叉处理业务，工
作量大、辨伪难、归档难。

2018年 1月，省电力公司物资公
司实施“三单”电子化签批项目：一
是调整 ERP（企业资源计划）相关功
能模块，同步开发上线手机 APP“掌
上单据”，提前收集管控用户权限，
实现收货信息手机扫码、单据签批
流转手机确认及查询、签批人和时
间手机记录，取代纸质介质、人工签
章、线下跑单，保证单据安全、有效、
完整、准确、可追溯，简单快捷；二是
以银行回单及短信推送结合作为收

款凭证，取代纸质收据；三是增设质
保期满自动提醒功能，通过 ERP 和
APP 推送至项目单位，通过 APP 推
送至供应商，有效防范质保金逾期，
按时完成合同结算。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电力器材有限
公司是最早使用电子化结算的供应商
之一。2019年 3月 14日，周口太康高
朗35kV输变电工程物资到货后，一天
就完成了项目单位、施工、监理、属地
物资公司的在线签批，该供应商业务
员段加加足不出户，通过手机 APP实
时查询到货验收单办理状态，供应商
服务中心人员在ERP上可查询该项目
电子到货验收单。“我负责南阳、周口、
商丘、焦作、洛阳等多个城市的项目，
都远程完成了单据电子化办理，‘掌上
单据’APP真是方便快捷！”在供应商
微信交流群中，段加加对“三单”电子
化改革如此称赞。

不仅如此，国网河南电力供应商
服务中心专责胡潇斐还协同团队，在
该项目中提炼出多项创新成果，一举
斩获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第四届青创
赛金奖。她回忆道：“在整理参赛材料
时，我们看到仓库堆积如山的纸质单
据都惊呆了。现在的‘三单’电子化项
目真的是为大家打造了一个‘口袋’里
的供应商服务中心。”

目前，新结算模式下产生的电子
单据已实现全省范围线上办理，结算
单据签批、流转、验审等处理时长由半
个月缩短至3分钟，节约了大量社会成

本。截至 2019年 9月底，“三单”电子
化已覆盖全省物资合同结算业务，完
成线上发起、审批、传递等电子流转业
务共 1.6 万条，累计结算金额 19.7 亿
元。

预算报得准 支付到账快

今年3月，刚通过“掌上单据”APP
流转完成到货验收单的江东金具设备
有限公司业务员王阳，又为递交小额
发票犯了愁。“现在，只要发票开出，我
们就可以将国税系统的发票数据调取
过来，您不需要亲自到现场办理业务，
只需将纸质发票邮寄过来就行。”国网
河南电力供应商服务中心专责曹秀青
告诉王阳。

原来，早在 2018 年 11 月，省电
力公司物资公司就依托财务管控系
统，搭建了“发票池”，第一时间零误
差获取所有供应商对该公司开具发
票的全部信息，供应商既可现场勾
选匹配订单，也可利用二维码匹配
手段，通用发票交接单将发票信息
和订单信息关联，邮寄到供应商服
务中心，由验审人员扫描二维码匹
配，无需现场递交发票。验审人员
在收到纸质发票之前即可自动完成
订单、税率、金额等全票面信息的预
校验，异常发票还可自动提醒过滤，
高效完成发票校验一键审核、入账
凭证智能生成。

“以往每逢月底，除了处理堆积如
山的纸质结算单据、发票、收据，还要
手工制作、核对付款审批表、付款凭
证，来回操作ERP和财务管控系统，传
递处理数据，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
现在，支付融合智能结算解决了操作
繁琐、付款慢的问题，大大方便了供应
商，也方便了我们。”国网河南电力供
应商服务中心专责崔国栋表示。截至
2019年 9月底，在支付融合新模式下
该中心共完成支付业务 1.3万笔，累计
金额15.2亿元。

“你们率先实现了智慧供应，经验
值得在系统内全面推广。”2018 年 11
月 30日，国网物资有限公司调研组参
观国网河南电力供应商服务中心后，
对物资创新工作表示赞赏。“合同、‘三
单’、发票、支付，全部实现电子化，只
要供应商物资质量有保障，他们一趟
都不用跑。我们也改变了工作模式，
转变了思维方式，利用泛在电力物联
网对现代供应链的积极探索，促进公
司和电网发展，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总经理薛洛良如
是说。

▲签约结算新模式

▶老模式线下操作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姬
文慧）10 月 23日 17时 43分，随着 1
号主变压器及嘉汉、汉郑线路试运行
工作圆满完成，洛阳 500千伏汉都智
能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为河南电网
迎战度冬“大考”再添新保障。

500 千伏汉都变电站是我省第
44座 500千伏变电站，也是洛阳地区
投运的第一座 500 千伏智能化变电
站。本期投运 500千伏出线 2回，分
别到 500 千伏郑州变电站和 500 千
伏嘉和变电站。该站投运后，将进一
步优化洛阳地区供电网络，提高洛阳
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自9月 16日起，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检修公司对 500 千伏汉都智能
变电站开展验收工作。变电站前期
验收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变电站以
后的设备运行情况和电网安全性。
为此，该公司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周密
部署，专门调配骨干力量参与验收工
作。验收过程中，验收人员遵循“不
放过任何隐患”原则，明确责任人、落
实责任制，建立标准安装、验收表格
制度，做到验收不漏项。针对发现的
缺陷进行每日“一汇总一沟通一上
报”，确保 500千伏汉都智能变电站
设备运行合格率达到100%。

本报讯 10月 29日，镇平县供电
公司高丘供电所员工来到该县高丘
镇史岗村的新奥针织有限公司史岗
分公司，及时处理了一处用电故障，
并对该公司其他用电线路及设备运
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详细的安全
检查，这是该县供电公司贴心服务扶
贫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镇平县政府加大产业
扶贫力度，先后上马针织加工、光伏
发电等产业扶贫项目。为保障扶贫
项目建设用电和生产用电，镇平县供
电公司专门成立扶贫项目用电服务
工作小组，加强与县乡两级扶贫办对
接沟通，积极跟进扶贫项目进度，全
面准确了解扶贫项目位置、项目内
容、项目规模等信息，组织人员实地

统计预测负荷，合理规划布局，制定
供电方案，自筹专项资金，组织项目
所在乡镇供电所精干力量，投入扶贫
项目供电工程建设中。实行上门服
务，现场办理扶贫项目用电报装手
续，及时做好扶贫项目用电工程施
工、验收、送电等工作，随时为扶贫项
目后续用电提供用电设施检查消缺、
配变增容、线路更换、计量装置校验、
购电、缴费等服务，确保扶贫项目安
全可靠用电。

据了解，该公司共为全县 20 个
扶贫项目建设配套供电工程，累计投
资 73万元，新建、改造 10千伏 2.6千
米，400千伏线路 4.1千米，新装配变
8台。

（裴晓阳）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白
幸福）10月 25日，在位于黄河南岸的
菏泽市牡丹区西高寨村，随着河南送
变 电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施 工 人 员 将
8S026 号铁塔最后一个组件安装就
位，河南电力跨越黄河第一高塔组装
全部完成，也标志着 1000 千伏山东
—河北环网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铁
塔组装全部完成。

据了解，本次组装完成的 8S026
号铁塔和位于黄河北岸濮阳县焦集
村 8S027 号塔是该工程跨越黄河施
工最为关键的部分，为后续电力线路
从黄河上空顺利通过打下了坚实基
础。这两座主跨越铁塔高达 212米，
相当于 70层楼的高度，是河南电力
第一高塔。

本次施工创造了河南电力施工
历史上多项纪录：8S026号铁塔基础

是全国跨黄电力线路铁塔中单个体
量最大的基础，混凝土浇制方量达
12360立方米；铁塔重达 1650吨，是
全国跨黄电力线路铁塔中最重的铁
塔；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铁塔吊装
设备——T2TG480 抱杆，该设备在
全国仅有两套，是名副其实的“钢铁
侠”，双臂可以同时各吊起 16吨的重
量。该工程仅用35天便完成了1650
吨铁塔的组装任务，创造了全国电力
施工中同类铁塔组装的新纪录。

1000千伏山东—河北环网特高
压交流线路工程是国家电网公司 12
项配套措施试点工程和送变电企业
转型升级试点工程，建设标准高。该
工程投运后，可以将冀鲁地区电网紧
密联系起来，对于保障华北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满足雄安新区用电负荷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

洛阳首座500千伏智能变电站投运

荥阳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传承革命意志

本报讯 10月 23日，荥阳市供电
公司利用当地红色资源，组织 4批次
共 150 名党员干部参观董天知烈士
故居，学习抗日英雄的英勇事迹，通
过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推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
开展，充分激发爱国情怀，从革命传
统中汲取营养，传承坚定的革命意
志。

董天知将军是我国抗日民族英
雄，故居位于荥阳市老城南街，被荥
阳市委授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
日，参观的党员干部聆听了董天知将
军的英雄事迹，并瞻仰了陈列室的书
籍、图片资料，进一步学习革命先烈
精神，接受红色教育洗礼。参观完毕

后，该公司党员干部伫立在董天知将
军石碑雕像旁，举起右手，面对鲜红
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深刻体会共产党
员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

据悉，荥阳市供电公司为丰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形
式，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依托当地红
色教育基地，分别到荥阳市抗战将领
董天知故居和环翠峪八路军后方医
院遗址参观学习，进一步丰富了学习
教育形式，激励广大党员继承和发扬
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革命
精神，干事创业勇于担当，认真践行

“人民电业为人民”宗旨，加快推进建
设“三型两网”一流能源互联网企
业。 （王莹）

新野

秋检“不简”保安全
本报讯“大家在开展巡视工作

时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认真查看每
条线路廊道，对设备锈蚀、警示标志等
进行逐一检查，每巡视一处都要在巡
视记录本上做好详细记录，不放过任
何一个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10月
29日，新野县供电公司持续收紧“秋
检”安全网，防止季节性事故的发生，
提高秋检设备健康水平，为迎峰度冬
期间电网设备安全度冬加“保险”。

入秋以来，该公司结合迎峰度夏
期间暴露出的隐患和问题，认真总
结，对症下药，安排秋安检查。及时
制订秋检计划和各类事故应急处理
预案，严格安全监督，落实各级人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安全生产技能

培训，规范作业程序和作业人员行
为，严抓施工现场的违章纠察，紧把
安全关；加强调度、变电运行管理，严
肃调度纪律，合理安排运行方式，特
别抓好重要用户、专变及以上电力用
户安全管理；积极与政府及相关部门
配合，集中整治高危客户隐患，协调
处理好秋检与设备改造、新建及在
建、大修、农网改造等工程之间的交
叉作业关系；全面梳理在电网安全、
设备运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
险，查找薄弱环节逐一进行整改，消
除电网在夏季负荷高峰和高温环境
中运行产生的缺陷和隐患，同时做好
消防安全和秋冬车辆安全管理工
作。 （吕媛媛）

镇平

电力助推扶贫产业提速

从“面对面”到“键对键”
——我省电力物资实施合同签约结算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