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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电力 步步为“赢”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纪实

□姬姣姣 张喆

4月 8日上午，国网焦作供电公司
营销负责人带队来到焦作市多多新能
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安全用电检
查和科学用电宣传，确保用电安全稳
定。“电动汽车充电桩是我们公司的主营
业务，用电方面有什么需求，只要提出
来，供电公司就能及时帮忙解决，让我们
无后顾之忧。”谈及焦作供电公司的供电
服务，该公司负责人荣雨辰说。

近年来，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坚持“人
民电业为人民”服务宗旨，聚焦电力客户
需求和社会关切的痛点、难点问题，突出

“客户思维，客户体验”理念，在“获得电力”
环节、时间、成本、供电可靠性和办电便利
度等方面持续推出扎实举措，全力打造一
流电力营商环境，为焦作市招商引资、筑
巢引凤提供“获得电力”坚强保障。

党建统领
优化客户办电获得感

“太感谢你们了，不仅给我们提供

技术咨询服务，还为我们优化了供用
电方案，而且低压接入标准提高到了
160千瓦，让我们省了一大笔钱。”3月
26日，焦作市明林有限公司负责人石
磊对前来进行安全用电宣传的供电公
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说。

不同的客户对供电服务有着不同的
诉求。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坚持以党建为
统领，依托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全面
开展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以满
足客户需求为目标，积极为客户提供“一
户一策”供电服务，提供“网上国网”APP、
营业厅等线上线下多渠道的预约服务。

该公司在业扩报装关键环节设置
党员示范岗、客户经理党员先锋岗、低压
台区经理服务示范岗，激发党员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在工作现场明确党员责任

区，时刻展现党员形象。密切跟踪省市重
点项目，由党员先锋担当项目负责人，率
先垂范，提供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先后完
成郑太铁路牵引供电工程、蒙牛焦作四期
供电工程、河南中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供电工程等20多项省市重点项目送电。

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以来，国
网焦作供电公司 16支焦裕禄共产党
员服务队累计提供现场供电服务 564
次，“红马甲”的身影遍布供电现场。

办电提速
提升客户办电便捷感

“前几天协助我们排除了供电装置
故障，昨天又上门帮助我们检查安全供
电隐患，今天备用线路投运还全程守护
指导，你们的服务真是太好了……”

3 月 13日，在蒙牛焦作公司二厂区，该
厂区动力主管魏强紧握着焦作供电公
司客户经理郭智祺的手说。

营商环境是软实力，也是竞争
力。2020年以来，焦作供电公司从加
强顶层设计出发，明确供电服务方面
重点工作，努力实现简单业务“一次都
不跑”，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

该公司简化办电环节，400伏及以
下低压客户，推行低压业扩APP办电，
现场勘查定位、现场收资、自动生成供电
方案并现场答复、现场签订合同；高、低
压业扩环节均精简至2个，营业厅办电
客户，“办电申请”免填单，政府网站可查
实的资格证明资料免提报。2020年，焦
作供电公司用电报装全流程业务办理
平均时间较国家能源局规定缩减73%，

较国家电网公司标准缩减52.37%。
电力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让电力

客户体验到周到的供电服务，同时也促
进了电网用电容量的提升。通过业扩
服务提速，今年1—3月份，焦作地区电
力客户新增用电申请容量21.12万千伏
安，较去年同期增加83.47%，电力营商
环境优化取得显著成效。

带电作业
增强客户用电安全感

3月 24日，在焦作市修武县 10千
伏河湾线#57杆处，两台带电作业车相
互配合，高高的绝缘斗中，来自焦作供
电公司的四名电力员工正在开展带负
荷加装柱上开关的工作。

“带电作业不仅能提高供电可靠

率，减少停电时长，满足客户正常生产
生活用电，还能避免电量损失，促进供
用电关系和谐，这就是‘双赢’。”现场工
作负责人刘慧杰介绍，如果采取停电作
业，当天10个小时的工作，将影响大概
3万千瓦负荷及67个台区居民和企业
的生产生活用电。焦作供电公司坚持

“能转必转、能带不停、先算后停、一停
多用”原则，推广开展“旁路作业法”，最
大限度地确保客户用电不受影响。

近年来，焦作供电公司以提高配电
网供电可靠性为目标，统筹各类停电需
求，严格管控停电计划次数和停电时户
数指标，确保停电范围最小、停电时间
最短、停电次数最少。对施工、消缺、迁
改、业扩等工作，综合考虑主配网、营
销、迁建等项目，强化配电运维和配电
带电协同联动，逐步打破计划停电思
维，在客户接火、电网维护抢修及配电
网线路技改等工作中积极开展带电作
业，保证广大客户正常用电。2020年，
焦作供电公司共完成带电作业 2257
次，多供电量650.8万千瓦时。

一季度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49.5%，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85%

客货运保持中部“双第一”

同心同心 小康小康奔奔
□本报记者 逯彦萃

红豆粽叫“甜蜜热恋”，蜜枣粽叫
“甜党挚爱”；玉米糁 100克包装的叫
“二人世界”，150克包装的叫“三口之
家”，200克包装的叫“幸福美满”……
简约时尚的包装，把山货变成了消费
者热捧的“尖货”。洛阳栾川返乡创业
青年吴冬阁一手打造的“栾川印象”，
不仅把山货做出了品牌，去年还实现
了 3500 万元的销售额，带动了 1751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增收。更令人欣喜
的是，“栾川印象”还代表河南参加第
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荣获
创业扶贫组第一名。

4月 11日，说起创立品牌的初衷，
吴冬阁表示，就是想让更多人尝到栾
川的“美味”。近年来，栾川盘活天赐

“凉”机，好山好水好风景，发展避暑旅
游受到游客青睐，但是旅游商品的开
发不尽如人意。“游客规模和旅游收入
双双破历史纪录，但是在吃、住、行、
游、购、娱六大指标中，‘购’的贡献最
小。”吴冬阁说，“是栾川无货可卖吗？
当然不是！栾川县里有六宝，走亲访
友少不了，大宝黄金玉米糁、二宝美食
槲叶包、三宝无核柿醋香、四宝栾川豆
腐好、五宝山珍数猴菇、六宝最补蛹虫
草。”如何让这些当地人喜爱的农产品
走出大山，让更多人鼓起腰包，吴冬阁
带领的创业团队认为，品牌助力、网络
销售一样都不能少。

2017年 4月，享受到当地返乡创

业好政策，吴冬阁打造的“栾川印象”
诞生。玉米糁、土蜂蜜、柿子醋、山核
桃等山货“出山”，都打上了“栾川印
象”的标签，而极简的包装风格，正符
合当今城里人的审美。让游客有物可
买、想买，旅游体验更好了，也帮当地
打开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窗口。

栾川通过推行“品牌+龙头企业+
产业基地+贫困群众”的产业模式，致
力打造“一个品牌统领一个品类，一个
企业带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引领一
方经济”的产业生态，“栾川”的名气越
来越大。

截至去年年底，“栾川印象”品牌
拉动品牌联盟企业13家，新建23条生
产线，发展扶贫基地 27个，直接帮扶
1751户贫困户，辐射带动合作社1004
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824人。“栾

川印象”的成功运营，让处在深山的土
特产变成了当地脱贫致富的“金疙瘩”，
帮区域农产品品牌打开了市场，成为
带动农业整体升值的无形资产。

在吴冬阁看来，企业成功实现带
贫还远远不够，更应该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中有大作为。吴冬阁信心满满
地说：“未来我们会充分利用互联网平
台，争取把山货变爆款产品，将线上流
量引到线下景区，把线下游客变成常
客，做好旅游大产业。”

栾川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认为，“栾
川印象”一定要用好“绿水青山”资源，
叫响这个品牌，赋能产业振兴，接续发
展，把更多山区农民变为旅游从业者，
走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未来的栾川一定会更美、农民会更
富。③5

山货变“尖货”致富有奔头
新闻1+1

本报讯（记者 赵大明）兰亭雅
韵，一管挥毫。4月 14日，记者从
省文联获悉，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揭晓，我省7人上榜，再创佳绩。

本届兰亭奖评选出入选作者
69名（书法创作方向54名，理论研
究方向15名），其中10名书法创作
方向、5 名理论研究方向作者获
奖。我省谷松章、张利安喜获书法
创作方向银奖，王志立、乔延坤、曹
有福、焦新帅、李逸峰跻身入选名
单，书法创作方向入选总数和获奖
数居全国第一位。

中国书法兰亭奖是中宣部批
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书法艺术最高
奖，是授予在书法艺术创作、理论研
究、书法教育、编辑出版等领域有重
大成就和突出贡献的书法家、书法
理论家、书法教育家和书法工作者
的最高奖项和最高荣誉。自 2002
年举办以来，我省已有数十名书法
家获奖入选。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得
益于我省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泛
扎实的群众基础，也得益于以张海
先生为代表的当代书家们的示范

和引领。”省文联原党组书记、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守国表
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汉字文化也正是在黄河流域孕育
发展成熟的，是黄河文化的重要
根基。我省拥有贾湖遗址契刻符
号、甲骨文、《说文解字》等众多汉
字文化资源，分布广泛、门类丰
富，可谓绝无仅有。加大汉字文
化传承，是弘扬黄河文化的必然要
求，也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河南担当。

目前，我省拥有安阳、开封两座
“中国书法名城”，郸城、新安等一批
“中国书法之乡”，书法人口数百万
众，其中中国书协会员 1474人、省
书协会员14671人。书法豫军的崛
起，也必然吸引更多人关注河南文
化和河南文艺界。③9

□本报记者 赵大明

4月 14日，第七届中国书法兰
亭奖揭晓，我省作者谷松章、张利安
斩获书法创作方向银奖。记者第一
时间对这两位书法家进行了专访。

字以溯源，文以载道。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汉字无疑是最好的载
体，也仿佛自带某种“魔力”。谈到
为何与书法艺术结缘，谷松章、张利
安不约而同地回答：“从小就喜欢！”

上初中时，14 岁的谷松章在
美术课本上看到两页与篆刻有关
的内容，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课本
上那些古今名家的印章看起来太
美了。”谷松章回忆，当时老师的讲
授很简单，他就用肥皂和墨水慢慢
摸索，后来在郑州德化街上一家工
艺美术商店买了刻刀和一些学习
资料，才慢慢步入正轨。

后来，十几年的乡镇企业工
作经历没有阻挡谷松章研习篆刻
艺术的步伐。在李刚田、孙慰祖等
名家的指点和省市书协点评活动的
帮助下，他的技艺日益精进，其作品
参加过“神七”搭载飞行、上海世博
会展出、海峡两岸篆刻名家邀请展
等活动并屡获全国大奖。

“鸟虫印风格瑰丽”“汉玉印
气息古朴”“汉金文书法作品清雅
流畅”……尽管业界评价颇高，现
在的谷松章仍然每天埋首书斋，

“书法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悦己悦
人’，首先就是‘悦己’。在学习和
创作的过程中感到充实和快乐是
最重要的。”谷松章的这一观点，也
与张利安不谋而合。“和其他很多
艺术门类一样，书法也是‘玩’出来
的。”张利安说，勤学苦练固然重
要，但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我从老师眼中的‘皮孩子’变
成‘好学生’，就是得益于练习书
法。”张利安笑言，当时没有想到的
是，小时候对“写字”的情有独钟，已
悄然注定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张利安是浙江温州人，10 岁
时由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
铭》开始踏上传统书法学习之路。
1993年，他随家人来到河南定居，
也就是在那一年，不到 20岁的他

“杀”入了“国展”——第五届全国
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一路
走来，先后师从陈之卿、陈振濂等
名家的张利安收获颇丰，“擅长书
法诸体，诸体皆精”“楷书精到，笔
笔见方”“草书沉着痛快，又洒脱飘
逸”……面对如潮好评，张利安淡
然处之，每天仍在书斋内练习书法
至少8个小时。

“于我而言，学书法是苦乐参
半的事情。苦，是指每每遇到新
的疑惑而无法解决的时候让人痛
苦；乐，则是指‘面对古人’一笔一
画练习而有所心得时可以会心一
笑。”张利安说。

谈到青少年学习书法的话题，
两位书法家亦给出了切实的建议。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曾多年
担任《青少年书法》杂志主编的谷松
章说，学书法要结合其实用性和艺
术性的特点。一方面，所有孩子都
有必要从小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另一方面，对于有兴趣、有天赋的孩
子，可以作为重点苗子来培养，帮助
他们一步步成长为书法艺术家。张
利安表示，对于孩子学习书法，家长
一定要以表扬、鼓励为主，不要动
不动就批评，还有就是“法外求法，
书外求书”，一定要多看书，提高文
化修养。③5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揭晓
我省7人入榜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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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访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奖作者谷松章、张利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进一步增强党的
团结和集中统一
——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走进省教育厅

用共产党人精神特质教育青少年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4 月 13

日，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省直机
关第一站走进省教育厅，省委宣讲团
成员、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张深
溪以“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铸就
的伟大精神”为主题，给省教育厅全
体党员干部、厅直各单位（学校）班子
成员、45所驻郑高校有关负责同志上
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张深溪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
系”“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新时代
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三个方面入手，将
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和领域形成的精神，高度凝练为革命
精神、艰苦创业精神、改革开放精神、
新时代伟大奋斗精神，用信仰至上、人
民情怀、艰苦奋斗等概括共产党人的
精神特质，深入浅出，紧贴现实，生动
鲜活，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如何结合庆祝建党百年，把党
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在青少年中
传承好？”面对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
陈凯的提问，张深溪认为，要利用好
河南这个红色资源大省的优势，用共
产党人精神特质教育青少年，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坚定不移
跟共产党走。

“以这样的形式学党史很有成
效。”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李培俊说，
作为教育人，我们要围绕“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
本性问题，坚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发挥思想政治课主渠道作用，
把生动鲜活的百年党史、共产党人的
伟大精神贯穿到教育教学过程，培养
一批批勇担重任、能担重任的时代新
人。③5

本报讯（记者 马涛）4 月 14日，
记者从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为了更好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有效
结合起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专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制定了相
关制度。

据了解，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人员是由省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以及省
直有关单位选派的工作人员组成
的。“成立临时党支部就是要将党旗
插在工作一线，做到临时党支部责
任不临时，以党建引领推动各项工
作有力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让选派
人员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说，办公

室成立临时党支部，通过强化组织
领导，开展学习教育，承担教育党
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
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
的职责。同时，带领办公室全体党
员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行动上
先行一步，学习上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提升政治站位，提高自身素质，
完成好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坚持守正创新，深挖优势特色，
努力打造亮点。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形成一盘棋、拧成
一股绳，特别是在创新党史专题宣讲
方式方法、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加强临时党支部党的
建设等方面不断发力，具有鲜明的河
南特色，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呈现出良
好态势。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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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曹
楷）4月 14日，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
获悉，今年一季度，郑州机场旅客吞
吐量同比增长 49.5%，货邮吞吐量同
比增长85%，客货运继续保持中部地
区“双第一”。

今年以来，河南机场集团把党史
学习教育同郑州机场高质量发展紧
密结合，加速郑州航空枢纽开放平台
载体建设，全面推进其安全运行、服
务提升、工程建设、改革发展等，效果
初显。一季度，郑州机场累计完成货
邮吞吐量 16.7 万吨，位居全国第 6
位，增速在全国大型枢纽机场中居于

前列；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30多万
人次。

货运方面，针对国内外航空货运
需求增长、出口货源结构变化大等情
况，郑州机场依托“空中丝绸之路”对
郑州航空枢纽进行提质扩能，通过构
建物流合作、搭建数字平台、共建海
外货站等，逐步扩大航空货运融合合
作力度；大力推动航空货运操作模
式、保障模式创新，积极构建枢纽航
线网络、扩大货物集疏能力，延伸航
空物流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航空电子
货运项目建设，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建立海外货站，通过串联国内外资源

优势，延长进出口货物地面服务链
条，提供通关、多式联运、境外配送等
综合性、一站式物流服务。今年 3月
底，郑州至布达佩斯定期货运航线航
班进行了重点加密。

客运方面，因配合重点工程施
工，从 3月下旬起，郑州机场实行为
期三个月的单跑道运行模式，航班
量有所消减。对此，郑州机场聚焦
广大旅客关注的热点问题，全面开
展“民航服务质量标准建设年”活
动，持续提升“豫见·郑好”品牌影响
力，增强了广大旅客的获得感、体验
感。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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