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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电”点亮幸福路
——国网武陟县供电公司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侧记

□王向阳

1212月月1010日日，，武陟县供电公司开展客户大走访武陟县供电公司开展客户大走访，，重点重点
征求脱贫村用电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征求脱贫村用电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而这也是该公而这也是该公
司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司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在脱贫攻坚中在脱贫攻坚中，，该公司通过加大电网扶贫投入该公司通过加大电网扶贫投入，，以以
““致富电致富电””点亮群众脱贫幸福路点亮群众脱贫幸福路，，受到了武陟县委受到了武陟县委、、县政府县政府
充分肯定充分肯定，，被评为武陟县脱贫攻坚先进单位被评为武陟县脱贫攻坚先进单位。。

电为脱贫添动力

“扶贫是政治任务，也是我们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
责任。这方面，我们要不讲条件，主动作为、积极作为。”
该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向东要求全力做好电网扶
贫，为武陟县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电力保障。

脱贫攻坚，电力先行。在对全县贫困村电网进行排
查摸底后，该公司投资3602万元对35个贫困村电网进
行了全面升级改造，贫困村10千伏户均配变容量由1.54
千伏安提升至3.03千伏安，供电能力翻了近一倍，贫困
村全部消除了低电压，家家户户都能用上三相动力电。
同时，积极服务国家光伏扶贫项目建设，为项目报装开辟
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服务，确保了全县47个光伏扶贫电站
按期投运，为贫困村栽下了光伏发电“摇钱树”。主动与
民政等部门结合，做好低保户、五保户电费返还，累计退
返电费357.78万元。

“现在村里有两家扶贫产业基地，都是这几年新建
的。仅其中红城机械厂一家，就安置了18名贫困户。可
以这样说，电为我们脱贫致富添足了动力。”2019年，武
陟县圪垱店镇安庄村实现了整村脱贫，提起电力的帮扶，
该村党支部书记安新旺连连称赞。

幸福生活有点“甜”

圪垱店镇冯村是省级贫困村，村里群众崔小亮、赵
军霞是一对80后夫妻，一直想发展经济水果种植。可因
为用电浇水没保障，承包的十来亩地只敢种植相对耐旱
的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仅留三四分地种点瓜果。他们
是一年到头没少忙活，就是挣不到啥钱。

2016年，该公司对冯村电网进行了全面改造，变压
器由5台增加到了12台，变压器总容量由715千伏安增
加到了1915千伏安，彻底解决了群众生活和浇灌存在
的用电问题。

电改好后，没有顾虑的崔小亮，不仅把地都种上了
瓜果，承包的地也是逐年增多。现在，他种植、管理的果
园面积已超过50亩。

“葡萄树今年刚开始下果，明年才能丰产。这些水
管是给葡萄浇水用的，推上闸、拧开阀门就能浇，可方便
了。”在崔小亮新栽种的葡萄园，每个葡萄架下都有一根

水管，他介绍着，“种葡萄还是有点讲究的，开始挂果后每
7天得浇一次水。这电要是不好用，说啥也不敢种。”

送上电后，崔小亮蹲下身拧开一个水管阀门，水管
里“噗噗”喷出几口气，紧跟着就是“哗哗哗”流水声。不
到五分钟，就浇了有六七米长，十分方便快捷。

“今年毛收入有二三十万元吧，等明年这个葡萄园
丰产后，生活就更美了。”谈起这些年用电的变化，崔小亮
脸上不自觉地有了笑容。

为群众送来好日子

贫困村电网改造，受益的不仅是崔小亮，而是让每
家每户都过上了好日子。已经脱贫的冯村群众付德本，
心里就装着这样一本幸福“账单”。

付德本“账单”，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村里群众早先
用柴油机抽河水浇地。由于河水水质差、含碱量高，群众
忙活可就是产量上不去，小麦亩产只有700斤左右。后
来，用上潜水泵抽井水浇地后，因为村里变压器少、容量
不足，每次浇地等上三四天都是常事，产量和用电好的村
还是差着一大截。扶贫电网改造后，村里的用电问题彻
底解决了，小麦的亩产也涨到了1400斤。

另一方面，就是冯村周边村种树的人多。电网改造
后，村里电足浇地还方便，群众的地一下成了“香饽饽”，
原来每亩地600元的租金涨到了1200元。土地承包出
去后，人闲了下来，加上冯村离武陟县城只隔一座桥，进
城务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村里群众的收入更是成倍地
往上翻。

“俺家的一亩四分地，现在承包出去比之前一年能多
得840元。地不拉扯人，俺还能干点小生意，日子肯定是
一天比一天好了。”谈起自己和村里的变化，付德本介绍，

“群众有钱没钱，你到村里转一圈就知道了，盖的差不多都
是两层小楼，供电公司的支持让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加大电网建设投
入，满足群众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谈起下步
工作，该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聂超这样说道。

扶贫风来 幸福花开
——国网博爱县供电公司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崔红玲

1212 月月 1010 日日，，博爱县寨豁乡江岭村博爱县寨豁乡江岭村，，阳光铺满山阳光铺满山
头头，，鸟雀欢腾鸟雀欢腾，，白云深处白云深处，，烟火气儿笼罩着幸福人家烟火气儿笼罩着幸福人家。。

1111 时许时许，，村民石庆拧开水龙头村民石庆拧开水龙头，，淘米淘米、、洗菜……洗菜……
一边准备午饭一边准备午饭，，一边向前来串门的邻居感慨一边向前来串门的邻居感慨：“：“在用在用
水上水上，，现在和过去可真是一个天上现在和过去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地下，，这可这可
真是多亏供电人真是多亏供电人，，人家可是给江岭村引水的大恩人家可是给江岭村引水的大恩
人人！”！”

而在该县，因为过上舒心日子而感谢供电公司
的，并不止石庆一家。

近年来，国网博爱县供电公司将电力扶贫工作
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使巧劲、使真劲、使暖劲，
记下一笔接一笔的电力扶贫“暖心账”，为县域脱贫
攻坚注入了强劲“电动能”，用“贴心电”将辖区群众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照得更宽更亮！

江岭村：“巧扶贫”扶出幸福水

9 月 25 日，寨豁乡江岭村的热闹喜庆劲儿堪比
过大年，村民一股脑儿地涌向村中心，见证饮水工程
竣工通水这一历史性时刻。

该村位于太行山区，曾是省里排得上号的贫困
村，如今摘掉了贫帽子，可因地处山区，通往幸福的
路上还有梗阻。

今年 4 月，市委宣传部部长宫松奇到该村走访
时，村民石庆就为“吃水难”大倒苦水。

而当时，该县供电公司已将该村的扶贫引水列
入重点工作，已派技术人员与市委宣传部派到该村
的驻村第一书记陈良军结合，研讨引水方案。但按
最初的方案，需投入 100 多万元，资金缺口实在太
大，根本无法推进。

咋办？
该公司总经理甄培庆带队走进该村反复勘察，

最终找到了出路：井，借用江岭村山下老丹河电厂
的；线，将老丹河电厂龙门架上走出的、已闲置的 110
千伏线路降压使用。然后，在老丹河电厂架一台 200
千伏安配电变压器，抽水送至江岭村。

通过使“巧”劲，资金降至 28 万元，难题迎刃而
解。5月底，送电成功。

“供电公司是真给力，要不是因为压力问题，村
民吃水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在通水仪式现场，陈良
军连声感慨。

“吃水难”成为过去，闹心的日子也一去不返。
9 月 30 日，石庆乐呵呵地给山下的亲戚算了一

笔账：“抽 20 立方米的水，用电 144.6 度，每度电
0.4842 元，每立方米水才 3.5 元，比山下吃水还便
宜！”

西张茹村：“真扶贫”扶出暖日子

9月 4日，博爱县金城乡西张茹村，村民孙翠来到
自家地头，望着自家那几亩渐熟的玉米，眉峰眼角都溢
着笑意——只要这十天半月雨水少，这一季的玉米，准
能收个盆满钵满。

说起感触，她讲：“农民种地，除了看自个儿种地技
术，最关键的，就是看能不能给庄稼浇上及时水了，俺
是打心眼里感谢供电公司！”

2016年之前，浇地难，还是西张茹村村民的心头
病。那会儿只能“排队浇”。让孙翠最焦心的一次，为
浇个地，她等了16天。

2015年9月，该县供电公司开始定点帮扶该村后，
迅疾回应“浇地难”问题，多方沟通协调，先后打了25眼
机井，助力村民通过种出“丰收季”改善贫穷的状况。

同时，该公司在“老本行”上下功夫，及时新建改造
10千伏及以下线路4.68千米，新建改造台区3个，容量
600千伏安。并集中力量对村内6个配电台区、2个农
排台区、全村户表工程、路灯、机井地埋线，以及半地下
温室大棚的电力设施配套进行了改造，为该村集体产
业项目提供给力的电力支撑，让一批村民通过产业带
动走出了贫日子。

11月5日，该村村委会主任辛泽发与该公司派驻西
张茹村的第一书记董会升聊扶贫时，算了一笔账：“去年
集体经济收入16万多元，今年还能蹿一截，突破20万元
没问题！你们真扶贫，俺们村老少爷们心窝暖呐！”

在辛泽发算账的时候，在距西张茹40分钟车程的
磨头镇狮口村，得益于给力电，在“狮美服饰”扶贫车间
缝纫机的嗒嗒声中，村民脱贫的脱贫，致富的致富，寻
常日子聚满“小欢喜”。

电力铺路，致富不愁。如今，在博爱县，扶贫产业
电力足，千家万户春意浓，拔掉穷根的贫困村，摘掉穷
帽的贫困户，正铆足了劲儿增收致富，在奔小康的路
上昂首阔步！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国网孟州市供电公司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陈欢欢 程国华 席松奇

12月 9日，国网孟州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谷
旦镇卢村，认真倾听群众冬季用电需求，因地制宜，精
准发力，助力群众温暖度冬。

冬日的小村，道路整洁，一条条银线飞架空中，一
排排电杆和崭新的路灯整齐划一，党建游园里群众或
休息聊天或利用手机翻阅新闻。身后，新修建好的党
建活动中心里，党员们正在翻阅书报。

旧线换新颜 激活致富动能

卢村位于孟州市北部，交通便利，2018年，被确定
为建设宜居性美丽乡村试点。经济发展，电力先行。
为全力服务美丽乡村建设，国网孟州市供电公司积极
发挥行业优势，因村制宜，为村内量体裁衣设计线路改
造规划和路灯安装规划，先后投资115.69万元，新建、
改造10千伏线路1.66千米，400伏线路3.87千米，新增
布点台区3个，增容600千伏安，完成了全村285户居
民和养殖户的电表更换工作。电网结构的改造优化，
为卢村的发展赋予了更强劲的动能。

“市扶贫办计划在村里筹建日光大棚养殖特色项
目，我们正在规划电力配套，到时候村民收入还能再增
长……”展望未来，驻村第一书记行东涛信心满满。

“支部联建1+1”激发细胞活力

“今天我们村委和电力运维党支部首次联创，感谢
电力公司为我们村提出的金点子，这个月的主题党日
我们还将就村内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11月
22日，在设施齐全的党建活动中心里，村委委员卢丙丁
说道。

人是有思想的，思想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为加
快卢村党建阵地建设，给卢村村民补足“精神之钙”，国
网孟州市供电公司为党建活动中心精心布设了线路，
安装了灯具、空调，配备了办公桌椅，布置了墙面宣传
版画，更换了排水沟盖板，完成了党建游园的规划和建
设，茶余饭后，群众看书读报和休闲健身有了好去处，
学习场所环境更好了，党建阵地更规范了，村里红色文
化氛围变得越来越浓厚。该公司运维党支部还和卢村
党支部结成了对子，通过开展“支部联建1+1”活动，以
支部共建促乡村发展，为美丽乡村建设补足红色“动
能”。

修建连心路 搭建致富门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卢村
村西原来修有一条路,由于少有行人,也就逐渐荒废

了，变成了“断头路”。这条路长久失修，影响村内环境
不说，也隔断着村委和群众的心。

2017年11月，被任命为卢村驻村第一书记的行东
涛通过走访摸底，把修通“断头路”列入了工作计划，开
始规划起这条路，决定对路面拓延整修,连接更多家户
方便出行，并在路边建设融合观赏、游玩和健身多功能
一体化的文化游园,惠及全村群众。

当他将修路规划提交村委会时，得到一致拥护。
但真正实施起来，资金来源和修路清占成了大问题。
行东涛积极筹措资金，和村委干部逐个入户、三番五次
进行解释和动员。功夫不负有心人，难题一个个得到
了解决，国网孟州市供电公司帮助该村对路面进行了
整修，建设了文化游园，并对老旧电房进行了搬迁。路
通，心畅,村民都称这条路为“连心路”。

危房换新楼 幸福溢满屏

“你们快坐下歇歇吧……”望着在厨房和院子里忙
碌的国网孟州市供电公司志愿者，卢安章老人和老伴
忍不住劝道。

81岁的卢安章是卢村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因患有慢
性病，两位老人需要长期用药，老人的儿子、儿媳也没有
固定工资，家里生活困难。国网孟州市供电公司总经理
李文钊、党委书记李红军在扶贫日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时刻将老人的冷暖放在心上，他们主动到家中走
访，为老人带去生活必需品，并带领技术人员为老人义务
排查用电线路，为老人送去暖心服务。2017年，老人的
儿子、儿媳相继找到满意工作，孙子也在郑州物流公司找
到了工作，家庭由于转移就业实现脱贫，家中盖起了两层
小楼，通上了天然气、装上了空调，生活越来越好。

如今，卢村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致富按下“快进
键”的他们，幸福就像脸上的笑容溢满屏。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度冬
——国网沁阳市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强化服务

□王娜 常润豪

大雪已过，冬月到来，节至岁寒。
走在街上，路两边梧桐树下铺满落叶，寒冬，悄

无声息地来了。近日，随着气温不断下降，国网沁阳
市供电公司供电负荷持续上扬，为让怀庆府大地的
人们感受到融融暖意，该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战低温、
冒严寒，强化巡视、维护、设备检修，确保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寒冬的凛冽下，老百姓感受到的暖意却愈来
愈浓。

全面“体检”保安全

12 月 7 日，沁阳市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一班员工
一大早就忙碌开来，开展设备巡视检查和红外测温，
掌控设备运行情况，提升电网在迎峰度冬期间的安
全运行能力。这是该公司开展安全大检查和缺陷隐
患整治的缩影。

工作人员对每一个设备都认真、细致地排查，不
放过任何一个发热点，详细做好记录，为缺陷诊断提
供依据；并对线路电缆户外终端头、引流线、线夹等
重要载流部位进行全面测温。

“我们已完成了变电站和输电线路的安全检查
和隐患整治，确保电网度冬安全、稳定运行。”运维检
修部负责人说。

随着气温不断下降,该公司组织人员对供区线
路进行巡检。结合缺陷隐患整治工作,从查管理、查
规章、查隐患、查措施等各方面落实入手,逐一查找
影响安全生产的因素,做到全员发动、责任到人、边
查边改,全面开展迎峰度冬安全巡查；并实时关注气
候变化，针对辖区冬季雨雪、冰冻天气，积极开展巡
线工作。

“强筋壮骨”迎冬峰

12月 9日，在沁阳市 10千伏小位线和 10千伏后
城线电网改造施工现场，工作负责人和安全监督人
员全神贯注，紧盯着现场每一个环节，快马加鞭地进
行线路改造。

“此次 10千伏小位线和 10千伏后城线联络新建
工程，新建架空绝缘导线 1.62千米，改造架空绝缘导
线0.43千米，新建电缆线路0.13千米，改造12米杆46
基，新建双杆柱上断路器 1台，改造后，完全能满足村
里度冬取暖用电负荷。”现场负责人杨瑞锋介绍。

为了能够让百姓用上“放心电”,沁阳市供电公

司立足强筋健骨、保障有力、平稳度冬的原则，结合
度冬期间负荷预测情况，深入剖析电网现状，找准薄
弱环节，本着精益求精、科学可行、确保实效的原则，
精心组织调研、吃准吃透电力需求，全面把脉农配网
现状和未来电力需求，加大农配网改造力度，加速推
进新增线路、下户线改造，大幅消除了客户表前故
障，使电压合格率与供电可靠性得到了明显提高，为
确保客户度冬期间用上可靠电、舒心电奠定了坚实
基础。

“精准服务”送温暖

“使用电暖器、电热扇等大功率电器时，一个插
座尽量只接一个插头，避免因超过额定功率造成火
灾隐患……”12月 5日，沁阳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队员进村入户开展便民服务，并向居民讲解冬季用
电事项。

根据冬季用电特点和负荷特性，该公司建立优
质服务行动方案，细化服务措施，主动深入农村，深
入用户，讲解冬季用电安全知识。特别对留守家庭
和孤寡老人进行逐户走访和定期回访，解决用电难
题。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方便客户，该公司以基层
供电所为单位，成立“暖冬”服务队，在入冬前向客户
发放“暖冬服务卡”，一旦用电设备出现故障，一个电
话马上就到。暖冬服务卡为电力员工和用户之间架
起了一座心连心桥。

该公司还走进中小学校为中小学生讲解冬季安
全用电常识，排查电力设施，帮助学校改造老化线路
和配电设备，为学校提供安全可靠用电保障。

12月 9日，沁阳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柏香镇
上辇村等4个行政村进行下户线改造 常润豪 摄

武陟县供电公司实施贫困村电网改造为群众送
去“致富电”王向阳 摄

电力公司工作人员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
陈欢欢 摄

电力公司帮扶队员深入贫困户种植大棚进行交
流指导 崔红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