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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防汛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代小龙

“咱兰考现在啥都是宝，你看装上
风车，风就成了电；装上光伏板，阳光也
成了电；甚至村里的垃圾、秸秆，也被电
厂拉去发电了！”7月 25日，兰考县谷营
镇朱场村村民李合义说，家里因为装了
光伏板，每年多了3000元的收益，往年
村里无法处理的生活垃圾，也变废为宝。

2018年 7月兰考获批全国首个农
村能源革命试点建设示范县以来，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聚焦国家电网战略落
地，深入推进兰考农村能源互联网建
设，实现了兰考农村能源“四化”转型，
为兰考提供“四电”服务，提供了农村能
源转型的“电力解决方案”。

资源能源化
让兰考用足“本地电”

“今年以来，兰考四分之一时间都
使用清洁能源供电，5月 4日基本实现
24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预计今年兰
考本地新能源发电量占全县域用电量
比重将达到75%。”7月14日，国网河南
经研院技术专家李鹏指着兰考能源互
联网平台上的数据说，“兰考绿色用电
正在向清洁能源大省青海看齐。”

就在两年多前，兰考县由于化石能
源匮乏，全县用能以外来的电力和油、
气供应为主，本地只有少量的光伏发
电。

在兰考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建设中，
丰富的风、光、地热等可再生资源，以及
农林废弃物、畜禽粪污等资源成为重点
开发对象。这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需
要解决清洁能源大规模并网消纳及对
大电网冲击的难题。

2018年 8月，在政府大力支持下，
由国网河南电力牵头、国网河南经研院
具体承建，兰考全县各类能源生产企
业、传输企业、用户积极参与的兰考能
源互联网平台启动建设。

“该平台集合了运行监控、发电预
测、可调负荷分析等系统功能，实现了
源网荷储一体化运行，有效抑制了光
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并网带来的电网
波动，提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保障清
洁能源就地最大化消纳。”李鹏介绍。

有了技术支撑，加之国网河南电力
对兰考新能源配套电网建设大力推进
（两年投资超过3亿元），推动了兰考农
村实现从“消费前端”向“生产前端”的
华丽转身。截至去年年底，该县建成投

运风电装机 23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24.4 万千瓦、地热站 27座，建成了 1.5
万千瓦生活垃圾热电联产工程、2.4万
千瓦秸秆电厂……兰考本地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近
50%。

用能低碳化
让兰考用上“清洁电”

“别看咱们这村庄偏僻，但电网一
点也不弱。现在无论是冬天取暖夏天
纳凉，还是浇地做饭，都用电，方便便宜
还干净。”7月 6日，在酷暑中享受着家
中空调带来的凉爽，兰考县爪营乡栗庄
村村民栗凤莲说。

近年来，国网河南电力充分发挥电
能应用广泛、清洁高效优势，大力推进
机井通电工程、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实
施居民取暖、农业生产、公共交通等领
域电能替代，推动了兰考农村清洁能源
消费比重快速提升。

服务农业生产方面，该县先后建设
了 220 个机井通电台区，满足了全县
10.1万亩农田、2022眼机井用电需要，
每年可等效减少柴油消耗 1219吨；服
务清洁取暖方面，完成了440个行政村
电网改造升级，全面保障4.4万户“煤改
电”居民采暖用电需求，推动兰考形成
了“县域地热集中供暖、农村分散式清
洁采暖”格局；服务绿色出行方面，建设
了 10座充电站、103个充电桩，满足了
全县现有145辆公交车、76辆公务车充
电需求，推动兰考公共绿色出行率达到
约40%。

“如今，兰考实现了全域煤炭消费
清零，初步形成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

系。”兰考县供电公司能源互联网办公
室主任王洪林说。

能源智慧化
让兰考用好“舒心电”

随着兰考能源互联网平台建设不
断深化完善，目前，该平台累计接入电、
热、气、油四类能源数据1690万条，实现
兰考“全县域、全品类、全链条”能源数据
可观可测。依托这个庞大的“能源数据
库”，国网河南电力技术人员在平台上开
发了能源监测、公共服务、协调优化中心
等板块，实现了兰考能源智慧化。

“疫情期间，利用能源互联网平台，
我们对全县 227 家规模以上企业和
35514 户一般工商业用户用电生产情
况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现企业用电异
常就及时走访，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
效果很好。”兰考县发改委副主任王雪
林说。

能源互联网平台不仅让兰考县政
府多了一个“从电力看经济走势”的“眼
睛”，还多了一个以能源辅助决策的助
手。“平台每月按时推送的兰考能源运
行月报，对我们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
很有参考价值。”王雪林说。

平台也让传统电网变得更加智
能。7月 7日下午，兰考县某小区居民
张广开正看电视时，家中突然停电。不
到 1分钟，他的手机中便收到“能源便
民服务”APP推送的关于停电原因的短
信，打开APP还能随时查阅抢修进度。

今年 4月，为提升客户用电体验，
国网河南电力技术人员依托该平台，以
张广开所在小区台区为示范点，通过对
智能电表、融合终端等现场设备的功能

重组，以及协同用电信息采集和供电服
务抢修等系统进行业务梳理和流程再
造，实现区域停电和单户停电精准研
判。经过 6轮 300 余次停电事件研究
验证工作，目前已实现将停电信息告知
时长由原来的 270 秒缩短至 30秒，处
于国网领先水平，并率先在国网通过能
源便民服务APP实现抢修进程客户侧
可视化。

发展普惠化
让兰考用起“经济电”

“有了它们，我在办公室就能对大
棚里的用电情况了如指掌，一年下来可
以帮我省 25万元成本！”7月 13日，指
着蘑菇房里的一个个用能监测传感器，
兰考奥吉特蘑菇种植公司总经理常利
霞说。

据常利霞介绍，蘑菇种植对温度、
湿度要求很高，能源消耗较大。去年，
他们参与国网河南电力“能源互联
网+”项目试点后，供电公司为他们定
制了能耗解决方案，显著提升了该公司
能效管理水平。

以能源互联网赋能乡村振兴，国网
河南电力在兰考积极建设“互联网+”
农村特色用能场景，针对全县报装容量
在 315 千伏安以上 2154 家企业，开展
了用能监测分析，提供用能诊断服务，
让农业生产用上“经济电”；接入了兰考
1800多个扶贫电站实时数据，为用户
提供扶贫电站运行监测、异常告警、运
行效率分析等服务，惠及 6000余户贫
困户……

在能源互联网平台的支撑下，兰考
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建设取得可喜成效：
通过能源产业化，完成能源投资68.5亿
元，共增加地方税收4.1亿元，拉动就业
18169人，带动 7492人脱贫，实现了能
源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通过资
源能源化，实现农作物秸秆、禽畜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5.4%，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 97%；通过能源普惠
化、能源智慧化，大幅改善了城乡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围绕打造国家电网战略在县域落
地的“试验田”目标，国网河南电力将全
面深化农村能源互联网建设，全力支撑
形成农村能源革命“兰考模式”，力争到
2025年，实现“两个百分之五十、四个
百分百”，即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均超
过5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用电量比
重、灌溉区域机井通电率、公共绿色出
行率、清洁取暖普及率均达到 100%，
有力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供电公司用心守护光
伏扶贫电站，光伏发电多、效益好，
俺村 66 户贫困户有了一份持续稳
定的收入，拓宽了贫困户的脱贫路，
解决了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难题，真
正成为困难群众增收致富的民心工
程、阳光工程！”7月 28日，说起光伏
发电扶贫成效，镇平县遮山镇钟起
营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刚说。

光伏发电扶贫是镇平县的主要
扶贫产业项目。光伏扶贫电站建成
后，镇平县供电公司主动承担起光
伏扶贫电站的常态化运行维护任
务，精准施策，保证光伏电站正常并
网发电，提升光伏电站发电量，增加
光伏发电扶贫效益：投资 67 万余
元，建立覆盖全县的光伏扶贫电站
远程监控系统，组建光伏扶贫电站
运维队伍，明确了巡检周期及巡检
项目，配备专用运维车辆，定期对各
个光伏扶贫电站的设备运行情况进
行实时在线轮巡，多角度、无盲区监
控光伏发电设备运行情况，发现运
行异常设备，立即组织运维人员赶
赴现场，有针对性地排查处理故障，
实现光伏电站运维管理常态化、制

度化，使光伏电站运维费用下降至
年发电收入的 5.6%，节约了光伏发
电成本，提高了光伏发电收益率。

光伏扶贫电站运维人员分成 4
个巡视维护小组，按照光伏扶贫电
站精益运维技术标准、运维项目和
运维周期，对全县各个光伏扶贫电
站设备开展日常巡回检查，及时对
光伏板进行擦拭清洁、排除光伏板
倾斜角度调整故障，消除逆变器、变
压器等各类设备缺陷和隐患，确保
光伏电站安全可靠运行，多发电、多
售电、多收益。

据了解，镇平县共有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 296个，总装机容量 110
兆瓦。截至目前，该县供电公司光
伏扶贫电站运维人员共开展巡视检
查 2796次，处理各类设备缺陷 236
处，消除安全隐患 46处。今年前 6
个月，该县光伏扶贫电站共发电 0.7
亿千瓦时，供电部门累计结算光伏
发电电费2657.6万元，为全县1.2万
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光伏发电
分红 3000元，为全县贫困村集体经
济增收和贫困户脱贫致富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动能。 （裴晓阳）

□本报通讯员 王丹 杨帆

“这是 20年来淮河发生的最大
一次洪水，阴沉的天空和浑浊的水面
连成一片。我们划着船，根本找不到
方向，只能顺着歪歪斜斜的电线杆走
进村庄。方圆几里，只有树头、屋尖
和水面漂浮物，没有一丝生机。逆流
而上，湍急的水声和船发动机的轰鸣
越发衬得周围一片死寂，这样的巡线
着实令人不安。”7月24日，淮滨县供
电公司台头供电所员工赵磊，回忆起
4天前遭遇的洪水，记忆犹新。

入汛以来，我省降水呈现频次
高、强度大、多地叠加受灾、汛情发展
快、来势凶猛的特征。6月以来，全
省共有8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其中7
次强降水过程出现在淮河流域；全省
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近二成，其中
信阳大部偏多 1倍以上。7月 16日
至 19日，淮河干流及淮河以南普降
暴雨、大暴雨，淮河流域12座大中型
水库超汛限水位，多地出现山体滑
坡，洪涝灾害严重。

7月20日，洪水淹没了距离淮河
仅有200米的淮滨县台头乡宋营村，
村中茅草房全部沉在水下，瓦房仅露
个黑尖，平房房顶离水面只有半米不
到。村民吕志超和母亲徐金秀与村
里大多数老人一样，因为安土重迁，
尚未搬离。前天夜里，看到下雨，俩
人像往年一样将屋里电器、衣物、粮
食等转移到搬走的邻居家房顶。本
想等雨停就回家，可雨越下越猛，水
越积越深，将两人困在房顶。

由于水势太猛，被困人员太多，
村里救援队一时无法达到。当天中

午 11时，饥寒交迫的母子在房顶看
见划船巡线的台头供电所员工，立即
大声呼救。“当时远远看见房顶有两
个黑影，就朝那边划去，发动机声音
太大，走近才听见喊声。”第一个发现
母子的台头供电所员工徐彦华回
忆。“看到他俩浑身衣服湿透，疲惫不
堪的样子，特别令人心疼。”参与救援
的台头供电所员工吕政说。

赵磊将船沿房体停好，同行的徐
彦华、胡杰、吕政、吕腾达4名员工爬
上房顶，先帮母子换上干爽衣服，套
上救生衣，再拿塑料布把所有物品罩
住，以免再受雨淋，最后打包好随身
物品。1人固定船身，2人房顶抬人，
2人船上接应，5名员工齐心协力，顺
利把徐金秀救下。由于吕志超患有
强直性脊柱炎和股骨头坏死，无法弯
腰，移动困难，赵磊等人就将荻席卷
起，做成梯子，扶志超滑下来。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是俺的
救命恩人！”吕志超连声道谢，徐金秀
眼里泛着泪水。5名员工让母子坐
在船舱，自己站在船边把守。12时
40分，顺利将母子送到村里安置点。

因为洪水，原本2小时完成的巡
线任务，延误到了4小时；因为救人，
原本上午完成的巡线，延误到了中
午。但是洪水无情，人有情。正如台
头供电所所长赵春明说的那样：“我
们是电力员工，保护设备是我们的义
务；我们更是淮滨县人，救助父老乡
亲是我们的责任。”

7月24日，吕志超母子专门送来
锦旗感谢台头供电所员工，目前，全
省所有停运线路台区全部恢复供
电。洪水退却，温情常在。

本报讯（记者 栾姗）7月 29日，
记者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获悉，今年
上半年，该集团扎实落实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抓“六保”促“六稳”，努
力发挥好全省国企的排头兵作用，实
现了职工就业稳定有序、生产经营稳
中向好、风险防控稳步推进、深化改
革稳健前行。

煤炭是基础能源。河南能源作
为全省最大的煤炭企业，认真领会

“保粮食能源安全”的精神，在保证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率先抓好复工复
产，保证能源稳定供应。从复工复产
一开始，河南能源就牢记省委“既要
抓好复工复产又要牢记安全生产”的
要求，出台了安全生产“零”目标管理
办法，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坚决守住
安全底线，复工复产以来实现了安全

“零”事故。在此基础上，科学有序全
面复产，一季度生产煤炭1700万吨，
保障了省内供暖、电力用煤，全力支
援湖北地区武汉钢铁和电厂用煤。
二季度以来，生产商品煤超过 2000
万吨，全面完成计划目标任务，为全
省能源供应提供了稳定有力的保障。

民生稳民心才稳。河南能源紧
紧抓住“保居民就业”这个关键，在企
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千方
百计稳就业、保工资，努力兜住民生
底线，确保队伍稳定、社会稳定。疫
情期间，该集团及时出台了工资支付
指引，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复工
复产后，在企业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
下，河南能源明确提出优先保证一线
在岗员工工资发放，同时加大销售回
款力度、努力争取金融支持，尽最大

努力、最大限度保障员工工资。与此
同时，河南能源工会系统全面开展摸
底排查，及时了解疫情影响下职工看
病、子女上学、基本生活上存在的难
题，并及时开展送温暖和日常帮扶救
助，小康路上不让一名职工掉队。

稳是基础，进是目标，河南能源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进
中保稳方法论，积极作为，争取发展
主动权。面对现实中的困难，该集团
果断提出“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
展中的问题”，深入推进国企改革。
一方面，认真学习“郑煤机经验”，加
大“三项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激发
内生动力。今年前 5个月，集团管理
层面的领导人员已有 78人实行了任
期制契约化管理，集团总部机关全员
竞聘上岗在人力资源部、财务管理

部、战略发展部 3家机关部室先行试
点，并即将全面铺开。另一方面，强
力推进减亏增盈措施。年初河南能
源研究出台了亏损源治理专项行
动，并确定了“2020 年计划实现 27
家亏损企业扭亏为盈”的目标。各
专业组、二级单位和亏损企业各司
其职，扎实落实亏损源治理举措，今
年前 5 个月实际扭亏 16 家，完成年
度计划的 59.26%，同比减亏 2.89 亿
元。煤炭板块作为集团主业，则通
过加快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加强重
大灾害治理，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矿
井，增强盈利能力。同时，持续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去产
能、压层级、“僵尸企业”处置等重点
任务，为企业轻装上阵、转型升级奠
定坚实基础。

打造农村能源打造农村能源互联网样板互联网样板
——兰考农村兰考农村能源转型的能源转型的““电力解决方案电力解决方案””

河南能源：稳基础守底线 保民生促发展

兰考能源互联网建设，极大促进了当地光伏发电开发 户边疆 摄

镇平：阳光变身扶贫“绿色银行”

救设备 更要救生命

本报讯（通讯员 陈轶慧 杨帆）
7月 23日 21时，在固始县史河大堤
抢险现场，河南电力焦裕禄共产党
员服务队员正在排查大堤附近水损
设备，为参与抢险的解放军官兵安
装抢险和生活照明。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降水情况
呈现频次高、强度大、多地叠加受
灾，汛情发展快、来势猛的特征。目
前，全省已经历 8次大范围强降水
过程，平均降水量 275毫米，较往年
同期偏多近二成，多地日累计降雨
量破历史纪录。

7月 20日至 22日，黄淮之间中
到大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46毫
米，发生在南阳市南召县。此次降雨
造成南阳、驻马店、周口、商丘、漯河、
平顶山等地多处线路故障停运。

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的
主汛期，为确保电网安全平稳度汛，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压实各级防汛
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梳理防汛

重点保障清单，确保重要防汛设施、
重点单位和重点场所电力可靠供
应；持续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对新增
防汛隐患立查立改，确保全部整改
到位；加强人员及物资储备，时刻做
好防汛应急抢险准备；充分发挥电
力气象台预警作用，为防御汛情和
应急抢险赢得时间；按照“水进人退
电停、水退人进电通”原则，科学组
织抢险避险，严防人身伤亡及涉电
次生灾害发生。

针对特高压豫南站基建工程与
生产运行并存的现状，该公司要求
统筹做好豫南站防汛工作，明确防
汛责任及分工，做好防汛物资和装
备储备，确保紧急情况下调得出、用
得上，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汛预案，
做到应急处置不打乱仗、从容应对。

截至 7月 23日 12时，国网河南
电力共出动抢修人员 1847人次，投
入车辆570台、发电车10台。目前，
所有停运线路台区全部恢复供电。

一线

国网河南电力全力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电力员工紧急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 杨帆 摄

兰考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定期走访服务光伏发电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