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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提示

当好脱贫攻坚“开路者”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霍鑫 杨帆

4月 15日，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
的食用菌培育示范基地里机声隆隆，菌
种原料粉碎、装袋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食用菌种植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扶贫
产业之一，采用了降低成本、绿色环保的
新技术，既能带动贫困户增收，也有利于
保护生态环境。”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派
驻该村的第一书记雷军伟介绍。

脱贫攻坚，电力争先。去年，国网河
南电力在全面完成电网脱贫任务的基础
上，继续统筹组织各类资源，开展驻村定
点帮扶等，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铺路架
桥，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今
年，该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影
响，精心制定、稳步落实“脱贫攻坚工作
要点”，为打好脱贫攻坚决胜之战持续贡
献重要力量。

定点扶贫办法多
村民增收门路广

农业生产落后、质量效益不高，导致
农民增收无门、致富无路，这是许多贫困
地区面临的难题。地处山区、耕地稀少，
贫困户一度占总人数三分之一的娘娘庙
村也不例外。

雷军伟在充分调查研究后，利用该
村种植玉兰的传统优势，按照“互联网+
合作社+贫困户”模式，规模化种植、专
业化销售。5年来，全村玉兰苗木销售
额累计达 2600 余万元；2018 年实现整
村 脱 贫 ，134 户 贫 困 户 中 122 户“ 摘
帽”。2019年，村集体经济也从5年前的
负债累累，变为年收入突破 30万元，位
居南阳市各村前列。

“玉兰苗木种植只能解决脱贫问题，
无论是防止返贫还是致富，都必须依靠
产业。”面对这些脱贫成果，雷军伟有着
更加长远的打算。从今年的春节假期到
现在，他和村“两委”人员在全力抗击疫
情的同时，一直在谋划着恢复生产、为村
民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眼下，村里的扶贫车间内，45000袋
食用菌菌种袋料已经上架；村外，旅游接
待处主体工程正在装修，刚建好的5个鱼
塘进入注水撒苗阶段……雷军伟带领村
民开发的多个扶贫产业全部落地、复工。
传统的花卉苗木种植销售、童装加工、光
伏电站等产业也在有序运转。

包括雷军伟在内，去年，国网河南电力

系统向203个村派驻第一书记203人、工
作队员374人。他们常年奋战在脱贫一
线，建强基层组织，明确脱贫路线，破解致
贫难题，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形成扶贫合
力，让广大贫困村惠农的产业旺起来，增收
的门路多起来，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去
年全年，累计带动帮扶村5.07万人脱贫。

国网河南电力利用行业优势，“造
血”“输血”并举，不断提升定点扶贫工作
成效。去年，该公司安排扶贫捐赠资金
1640余万元，创历史新高；全年购买贫
困地区农产品942万元。同时，践行“配
套电网同步投运、光伏发电全额消纳、购
电费月结月清、新能源补贴及时转付”服
务承诺，去年全额支付购电费 10.45 亿
元，及时转付国家新能源补贴3.78亿元，
惠及贫困户近40万人。

农村电网更坚强
脱贫致富道路宽

4月12日，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楼
畈村扶贫茶厂负责人陈前文和工人们，上
午在山上采茶，下午、夜晚选茶、炒茶。
400平方米的茶厂里灯火通明，十几台筛
茶机、炒茶机等现代化电动设备全速运
转，每天可产出成品茶叶40公斤。

“炒茶期也就几十天，大家的机器都
是集中开动、集中用电，以前一到用电高
峰期，能有两台机器正常运转都不错了，
厂子一度停产。多亏了村里这几年新增

的十几台变压器，我的茶厂又开了起来。”
陈前文说。去年，他新添了7台炒茶机，通
过协议带贫的方式帮助20户贫困户年均
增收1000元。目前，该村拥有大中型茶
厂3个，炒茶作坊近70个。仅茶叶销售一
项，就能为全村带来1300多万元的收入。

为有效解决供电“低电压”“卡脖子”
等问题，2019年，国网河南电力在全省
贫困地区电网完成投资66亿元、为年计
划的1.32倍，重点完成了贫困县97座变
电站建设及 1500个非贫困村电网改造
工作任务，为贫困地区拓宽了发展产业、
脱贫致富的道路。

国网河南电力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显
示，与2018年底相比，今年年初，我省贫困
县110千伏、35千伏和10千伏电网供电能
力分别增长6.9%、7.3%、14.6%，贫困村与
非贫困村电网发展更加均衡，动力电更加
充沛，各类产业有了强劲的“电动力”。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去年，全省53
个贫困县的售电量同比增长10.99%，较全
省平均水平高出6.16个百分点。

继续攻坚不松懈
打好脱贫收官战

春意渐浓，叶县辛店镇刘文祥村
3000 多亩油桃树、黑李树开花了。3月
29日，平顶山供电公司派驻该村第一书
记李小永跟着供电服务人员巡视了一遍
果园外的供电线路。

“这些果林是村民摆脱贫困的法宝，
也是走向小康的希望。现在正是灌溉季
节，离了电可不行。”李小永说，“去年，全
村黑李、油桃销售收入达540多万元，今
年有望再次丰收。”

疫情发生以来，国网河南电力认真
落实省委组织部新老第一书记“双驻村、
老带新”要求，255名新老第一书记、577
名驻村工作队员全部到岗到位，积极开
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春耕春灌等工
作，努力降低疫情影响，确保如期完成各
项扶贫工作任务。

在今年的脱贫攻坚工作要点中，国网
河南电力着重提出了“两个确保”目标，即
确保全年电网脱贫投入40亿元以上；确保
供电系统 203 个定点帮扶村及帮扶的
15372户53019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围绕这一目标，国网河南电力继续
实施全省贫困地区电网巩固提升工程，
进一步完善贫困地区网架，推进配电台
区改造升级，实施“三山一滩”贫困地区
电网攻坚，完成黄河滩区迁建配套电网
建设，做好农田机井通电、光伏扶贫电站
服务等工作，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时，实施供电服务水平提升、定点帮扶
及消费扶贫等行动，从推行“主动服务”、
强化服务过程管控等 11个方面综合发
力，持续改进供电服务，认真落实光伏补
贴、特殊群体电费减免等政策，为贫困地
区与全省同步小康提供优质供电服务。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张洋

“1100 千伏 GIS 武汉 I线三相耐压
试验在多方见证下相继完成，试验结果
合格。”4月 22日凌晨 5点 49分，国网河
南电科院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项目经
理张洋，在电科院特殊试验及调试工作
组中进行汇报。在河南电科院特高压豫
南站领导小组领导下，项目部积极协调
推动现场特殊试验，该试验的顺利完成，
也标志着电科院在该站大型特殊试验拉
开了序幕。对此，河南立新监理总代刘
应胜评价说，河南电科院在试验方案评
审、现场试验准备、试验测试等方面，都
做得非常规范到位。

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工程（简称“青豫直流”工程）是我国第一
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设的特高压通
道，对于保障能源安全、推动清洁发展、
拉动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意义。特高压
豫南换流变电站，正是该工程的受端终
点站。

“作为‘青豫直流’工程顺利推进的重

要一环，我们承担了豫南换流变电站（驻
马店±800千伏换流站、驻马店 1000千
伏交流变电站，两站同址建设）技术监督、
特殊试验及交流站系统调试任务。”河南
电科院副总工程师寇晓适介绍。通过相
关工作的扎实有序推进，严把设备出厂质
量关和现场安装调试关，为设备的零缺陷
投运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目前，“青豫直流”工程已全面进入
电气安装调试阶段，河南电科院严格落
实全过程技术监督各项要求，以全过程
监督为主线，以专业监督为抓手，确保各
项监督到位，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反
馈，确保落实及时整改。“我们已经开展
了工程规划可研、工程设计、设备制造、
设备安装、设备调试五个阶段技术监督
工作，有效发现并及时整改缺陷 50 余
项。”河南电科院发展安监部副主任张
少锋说。以变电站接地网为例，接地状
态优劣对运维人身和设备安全有着直
接影响，但由于接地网敷设工作往往处
于变电站建设初期阶段且属于隐蔽工
程，后期土建施工过程中极易发生接地

网被挖断的问题。在豫南站接地网专
项技术监督工作中，他们就先后发现了
20余处接地网敷设深度不足、断股等缺
陷，并及时通过发布技术监督预警单等
形式，汇报业主单位并提出相应的缺陷
处理建议，且安排专人进行整改质量的
监督，与相关单位共同制定消缺机制，
确保在发现缺陷后 3日内完成整改，为
工程安全运行打下夯实基础。

在特殊试验和调试方面，河南电科
院成立了以院领导为总指挥、主管领导
负责的项目部，统筹各项技术监督、现场
试验工作，项目部下设变压器、开关、继
电保护（直流控保）、化学和金属等 9个
专业组，其中领导小组 5 人、工作组 78
人。该院共承担豫南换流变电站 969
台/组/只设备特殊试验及调试，特殊试
验设备数量及调试工作量均创单站建院
新高。

“特殊试验及系统调试是对单体设备
及站系统进行关键性能考核，技术要求最
高、难度最大、复杂程度也最高，目前在河
南仅有河南电科院具备承接此类工作的工

程经验和技术实力。”河南电科院设备状
态评价中心副主任王栋说，我们在之前已
经主导过特高压南阳站、中州换流站、灵
宝换流站等相关特殊试验、系统调试和技
术监督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
资源，有过硬的技术团队。

3月 26日 16时，随着复工后第一台
主变运输车组从周口港出发，顺利抵达
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标志着该站工
程已由组织复产复工转至复工作业高
峰，全站单日作业人员2600余人。河南
电科院也将聚焦核心工作，派出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团队，积极助力“青豫直流”
工程建设。

“‘青豫直流’工程是落实中央‘新基
建’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我们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落实‘两个不出事、四个百分之百’工作目
标，尽全力保障工程进度和顺利投产，为
在豫特高压建设的提速凝心聚力，为服务
中原更加出彩助力加油，向省委省政府和
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国网河南
电科院院长司学振说。

助力“青豫直流”建设 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本报通讯员 郭栋 白冬

4 月 15 日，在安阳 110 千伏
繁阳变电站扩建工程投运之前，
工作人员首先需要解决附近高压
线上的一起“纠葛”，才能保障新
建电网设备正常投入运行。

输变电工程能顺利投运的前
提之一，就是要保证输电线路的
畅通与安全。“春天到了，放风筝
的人随处可见，风筝缠上高压线
的情况也多了起来。”安阳供电公
司输电运检室负责人郑宪军说，

“虽然风筝线正常情况下不导电，
但是在春夏交接之际，强对流天
气增多，风筝线挂上高压线，在空
气潮湿的情况下，极易造成电力
线路短路，引发跳闸停电事故，甚
至危及人身安全。”为及时消除此
类安全隐患，工作人员携带“利
器”——激光炮，来到繁阳变电站
附近一处缠有风筝的高压线下，
实施激光熔断作业。

只见操作人员在缠绕点路对
面架设好激光炮，在计算机上控
制激光进行瞄准、熔断，整个过
程不到 20 分钟。“不同于以往的
人工作业，使用激光炮熔断挂在
高压线上的风筝线不仅省时省
力，而且危险系数低。”郑宪军
说，虽然技术有了很大进步，电
网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但是
当前电网安全面临外力破坏，威
胁人身和供电安全的形势依然
严峻。

4月16日 20时 17分，该公司
运维检修部工作人员又接到巡线
护电人员消息，一只带长线的风
筝缠绕于 220 千伏彰林线、晋林
线和 I、II盛林线 4回高压输电线
路上。如果夜间出现阴雨天气，
极有可能造成 4条 220千伏输电

线路跳闸停运，继而引发较大面
积停电事故，情况非常危急。电
力部门立即组织输电运检室工作
人员携带激光炮驱车赶往现场进
行处置。

由于风筝线缠绕复杂，又在
夜间，光线不好，悬挂在高压线上
的风筝线清除起来十分困难。李
宴国、张世伟、刘青滨等人想方设
法克服困难，经过近 5 个小时的
精心操作，于 17日凌晨 1时许终
于将风筝线全部处理完毕，保障
了相关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
行。

据介绍，仅在安阳供电区内，
类似风筝缠绕高压线这样威胁电
网稳定运行的安全隐患，近半个
多月来，工作人员平均每天都要
处理 10 余起。像安阳市区的殷
墟广场和迎宾广场等市民放风筝
的重点区域更是经常有风筝缠上
高压线。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保护电网设备安全
运行、可靠供电，安阳供电公司安
排专人 2 人一组流动巡查劝阻，
并在重点地段竖立警示牌，安排
人员现场盯守。

4月 15 日下午，在安阳殷墟
广场东广场，就有两名身着黄马
甲、手提音箱的护电巡查人员，在
提醒放风筝的大人小孩们远离高
压线，注意安全。张师傅说，多数
群众是对危险性认识不够，但也
有个别人抱有侥幸心理不听劝
阻，他呼吁广大群众切实提升安
全防范意识，防患于未然。

此外，在高压电力线路通道
内违规植树、钓鱼、建房、吊装、
取土等，均有可能危及人身和电
网安全，为相关法律法规所禁
止，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究刑
事责任。

春风起风筝扬
安全意识需加强

信息

本报讯 国网荥阳市供电公
司凝心聚力，充分发挥党组织优
势，在一线筑起红色堡垒，汇聚成
复工复产的强大推力；广大党员
在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各项急
难险重工作面前争当表率，用行
动与时间赛跑，凝聚成复工复产
的强大合力。

为确保 2020 年电网建设目
标完成，有效提高供电安全可靠
性，该公司深入推行“党建+电网
建设”模式，把党建工作融入基建
施工一线，构建党建引领、内嵌通
入基建工作的新机制，使党建成
为助推电网建设的“红色引擎”。

工程复工后，荥阳市供电公

司第一时间在施工现场成立“党
建+”党员活动阵地，引领施工安
全、明确落实责任，在项目上划定
党员责任区，设置现场党员安全
监督岗，工地党员带头加强对参
建人员的健康管理；充分发挥党
员示范作用，设立基建现场党员
质量示范岗，由技艺精湛的党员
通过现场工艺讲解、质量观摩进
行工艺技能帮扶，通过开展质量
考评和强化现场管控，全力铸造
精品工程；集中破解基建难题，外
部协调主动上，内部工序抢先干，
设立党员突击队，协调电网建设
验收事宜，确保工程按计划顺利
投产。 （王莹 肖筱）

本报讯 4月 27日，从桐柏县
供电公司传来消息，经过协同作
战，该公司圆满完成吴城、月河供
电所5条 10千伏线路集中检修工
作。为确保电网在迎峰度夏期间
安全可靠运行，该公司对春检中
发现的线路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检
修，及时消除线路安全隐患。

为保证线路集中检修工作顺
利进行，该公司相关部门提前上
报停电计划，组织人员勘察施工
现场，结合实际制定施工方案，分
析工作中存在的危险点，制定相
关对策。比如营销部及时将停电

范围、停电时间等主要信息，通过
短信、桐柏供电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提前告知客户，消除客户
焦虑心理。线路检修工作共分 7
个工作班组，每个工作点设置围
栏，设专人现场监护，35名工作人
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展开工作，
在既定计划时间内完成任务。

桐柏供电公司通过开展线路
集中检修，及时消除了线路安全隐
患，保证了电网安全运行，为当地
企业复工复产、助力脱贫攻坚及保
障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用电，提供了
坚实能源保障。（郝振营 武领）

桐柏

线路集中消缺 确保可靠供电

荥阳

“红色引擎”助推电网建设

近日，内乡县供电公司组织志愿者开展“服务春耕春种”活动，为
山南村村民送去了当季的蔬菜种子、拌种农药等一批紧俏农资，助力
复工生产。 王展澳 摄

今年以来，面对多重考
验，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聚焦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履责担当，积极
作为，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每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全面
展示“国网担当”、作出“国网
贡献”。（文/代小龙）

中原大地书写
“国网担当”

▲电力部门加快推
进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
站工程建设。徐强 摄

▲

洛阳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为企业检查电气设备
安全，确保防疫物资生产
线的用电安全。 张静 摄国网河南检修公司组织抢修人员对500千伏冀朝线开展带电作业，消除线路缺陷。 罗浩 摄

济源供电公
司组织人员对承
留镇卫河村 400
伏线路进行升级
改造，更换线杆电
缆，满足该村产业
发展的用电需求。

杨战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