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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位于浚县小河镇滞洪区的聚丰商砼股份有限公司内
机器轰鸣。“恢复送电后，我们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不仅电压稳、
电够用，电力员工还借助‘网上国网’APP对我们进行用能诊断和
能效分析，用电变得智能、可靠、高效。”该公司负责人胡风军满意
地说。

国网河南电力不断加大电能替代推进力度，深入挖掘农村地区用
能及服务需求，拓展“供电+能效服务”，继续高质量推进乡村电气化示
范项目，打造兰考、光山、新县3个乡村电气化试点县，持续提升配电
网供电可靠性水平，深入推进乡村电气化。8月底，平顶山供电公司郏
县498座电烤烟房全部通电，实现替代电量400万千瓦时，为村民致
富保驾护航。

作为全国首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建设示范县，兰考已实现“全县
域、全品类、全链条”能源数据可观可测，全面实现了兰考能源智慧化。
兰考县东坝头风电场场长吕书兵说：“借助能源互联网平台策略优化，
今年春季我们风电场实现了全容量发电、全额并网消纳，新能源利用率
和利用小时数名列集团第一名。”

“我们现在不仅开足马力，科技赋能，为百姓提供绿色智能电力，
还着力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不断拓展服务渠道，主动上门，根据客户新
装、增容及变更类业务需要，制定针对性服务方案，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客户用电满意度和获得感。”正如国网河南电力营销部负责人所说，
优质的电力服务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也换来了百姓的笑
容和赞誉。

“特别感谢贵公司在项目用电过程中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9
月3日，洛阳市体育局致信感谢洛阳供电公司为新区自行车场馆重要
赛事提供优质高效办电服务。为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国网河南电
力为重点客户开辟绿色通道，贯通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平台，超前掌握
客户用电需求，对省市重点项目进行“一对一”动态跟踪服务，提供政
务服务网、网上国网、微信公众号等8种办电渠道，执行24小时“网上
办、掌上办、指尖办”服务，实现客户无感办电。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当前，国网河南电力
十万员工正以“特别负责任,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
献”的电网铁军精神，在中原大地连续作战，在重建现场挥汗如雨，
全力打造更加坚强智能的河南电网，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强筋健
体，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贡献国网力量。

7月 20日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灾停
电，院区陷入沉沉暗夜。ICU病房内，所有需要机
械通气的呼吸支持已经停转，许多重症患者命悬
一线。

点亮一盏手术灯、保障一台器械运转，电力的
作用，从未像此刻这样急迫重要。关键时刻，一盏
灯、一束光都寄托着人民群众的希望。

不仅仅是郑州，特大暴雨肆虐后，河南电网42
座变电站、1854条10千伏及以上线路停运，5.8万个
台区、374.3万用户停电；全省359座变电站、9356台
配变、1919个10千伏开关设施、32万只电能表存在
不同程度受损，电能计量装置及营业厅、信息化设
施、生产经营用房等263处587个设备采用临时供电
方式。“电网受冲击程度前所未有，抢修保供电难度
前所未有，全面恢复正常时间紧、任务重、安全风险
大。”省电力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电力部门“快”字当
头，第一时间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Ⅰ级，动
员全部力量和资源，全力以赴开展供电抢修。河
南电网处于全国联网枢纽位置，境内共有特高压

“5站 13线”。国网河南电力全力守护特高压、主
干网架、重要部位以及民生用电，保障了特高压输
电通道“主动脉”和“生命线”畅通无阻，确保了全
国大电网安全和外电入豫电力可靠供应。

迎难而上，奋勇拼搏——此次暴雨造成电网
停运设备之多、设备受损之重、停电规模之广，均
创下河南电网历史之最。国网河南电力视灾情为

命令、以救灾为己任，协同国家电网25个省（市）公
司支援力量，昼夜鏖战、默默奉献，直面雨情汛情
之急、排涝护网之险、抢险任务之重、组织保障之
难，与大水角力、与时间赛跑、与疫情抢位，构建起
电力防汛的“铜墙铁壁”，筑牢了抢险救灾的“全民
防线”。

旗帜领航，党员带头——国网河南电力把抗
汛抢险保供电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试金石、党史
学习教育的检阅场，在救灾一线成立 310个临时
党组织，组建6571个党员责任区、示范岗，1217
支党员服务队、突击队活跃在抗汛抢险最前沿，
万余名党员冲锋在抢修保供第一线。

7 月 27 日，郑州地区因灾停运变电
站、线路全部恢复运行，城区基本恢复
供电；7 月 30 日，除蓄滞洪区外，河
南电网及用户全面恢复正常供电；8
月 27 日，我省蓄滞洪区内所有受灾
村庄、因灾停运台区全部恢复供电。

“电灯亮起的时候，百姓们都在说
‘共产党真好，国家电网真中’！”回忆
起不久前的一幕幕，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王金行深有感触。

收到感谢信上百封、锦旗千余面，在
这场极端考验中，国家电网人用实际行动赢得
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电力供
应“应送尽送”，国家电网人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
份饱含心血、浸透汗水的合格答卷。

灾后重建，不仅仅是让电网恢复到原来水平，
更要为电网加码赋能、强筋健骨，让电网更坚强、
更智能，让供电更可靠、更高效。

国网河南电力将灾后恢复重建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成立电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和13个
专项工作组，编制《河南电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
案》，强化组织领导、责任落实、技术支撑、考核机
制，分两个阶段实施电网灾后恢复重建及提升方
案。其中，第一阶段大力开展受损农田机井供电设
施的修复通电工作、满足灌溉需求；年底前，全面完
成电网重建任务，恢复至原有状态。

“从2022年到‘十四五’末，我们将对郑州等城
市电网重点实施五大工程，即外电入豫及主网架加
强工程、郑州坚强局部电网建设工程、电网协同互
济能力提升工程、配电设施抗洪涝能力提升工程和
电网抗灾智能化水平提升工程。”国网河南电力发
展部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25年，建成坚强统一电
网联络支撑、本地保障电源分区平衡、自备应急电
源承担兜底、应急移动电源作为补充的四级电力系
统保障体系，系统性提升电网应急保障能力。

8月9日，郑大一附院河医院区供电负荷恢复到
灾前状态，标志着郑州灾后重建工作首战告捷。面
对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双重考验”，国网河南电力
从接线方式、建设位置、线缆路径、负载率等方面，全
面评估郑州临时环网柜、变压器等供电方式可行性，
对具备长期运行条件的，纳入正常设备管理；不具备
长期运行条件的，制定长期供电方案。同时，利用超
声、红外等带电检测手段，对通过清洗、烘干、试送成功
的浸水设备进行状态评价，根据评估结果，按照轻重
缓急，及时有序更换设备，有条不紊开展灾后重建。

国网河南电力还坚持“标准为先、分类施
策、修建结合、分级管理”原则，围绕受损配
网恢复、部分杆塔改造、受损设备技改大
修、应急装备购置、计量装置重建等重点
领域，细化项目清单，制定实施方案，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制，加快
受损电网、营销、信息化、后勤等设
备、设施、建构筑物恢复重建，切
实满足原设计标准、及时消除重
大隐患风险。

随着灾后重建工作不断推进，全省用电负荷需
求也迅速增长，国网河南电力科学合理安排电网运
行方式，精益运维特高压及跨区电网设备，努力争
取外电支援，全力确保全省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
靠供应。

8月 23日 12时 15分，天中直流功率首次提升
至600万千瓦；8月23日19时45分，灵宝站双单元
满功率111万千瓦；8月26日18时16分，青豫直流
功率提升至400万千瓦，总输送功率占当日全省最
高用电负荷30%，以每天2.6亿千瓦时源源不断向河
南电网输送电能，大幅提升了河南供电保障能力。

与电网恢复重建相匹配的，是电网防灾抗灾综
合能力的提升。国网河南电力配合政府相关部门，
研究制定城市小区配电设施建设改造标准，提高防
灾能力；与政府相关部门加强联系，督促各类重要
客户严格落实配置双电源、应急发电设备等要求，
提高极端条件下安全自保能力。同时，持续加强应
急体系的内部纵向联动、与外部横向协同等机制建
设，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
动”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

结合防汛经验，国网河南电力对豫北地区跨越
卫河、淇河、大沙河、丹河、沁河等主要河流的线路
提前布点，实时观测水位变化；对特高压密集通道、
三跨等重点区域开展特巡特护，对鹤壁地区500千

伏塔仓线滞洪区内拉线塔基础、拉线进行重点巡
视，使用沙袋进行压覆工作；对所辖±1100千伏
吉泉线、1000千伏豫阳线、±800千伏青豫线、灵绍
线、500千伏豫挚线、豫迟线等线路，开展汛后特殊
巡检工作，查看基础冲刷情况，确认挡土墙、排水沟
等是否完整，以此提升防汛抗灾能力，继续做好供
电保障。

暴雨导致部分拉线塔长时间被水浸泡，大风
天易造成拉线盘脱出及倒塔等事故发生；豫北地
区 500千伏紧凑型线路频繁因恶劣天气发生舞动
跳闸、相间间隔棒脱落、覆冰后相间短路跳闸等线
路故障问题。为此，国网河南电力计划9月开展豫
北紧凑型线路重建工程、全省拉线塔改造等灾后重
建计划，进一步提高设备安全运行水平，消除线路
缺陷，降低故障概率，保障公共安全和电网安全。

9月 1日，国网河南电力全面启动秋检秋查工
作，为电网“体检身体”，保障大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今年，我们按照一停多用、综合检修原则，实施
技改大修、基建工程、例试定检分类管理，提前分
析、分解任务，精心精细编制计划，科学合理安排检
修力量，扎实开展现场勘查，实现风险预警闭环管
理，重点做好防触电、防感应电、防高空坠落、防机
械伤害、防误操作等，确保秋检工作顺利完成。”国
网河南电力检修公司负责人说。

“放心吧，我们7月24日就已恢复供电，你定的那批车床现在已
经开始喷漆了，保证按时交货。”8月 25日，新乡市日升数控轴承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世保信心十足地回答客户询问。原来，当
地供电部门早在大水退后，就对未复工复产企业开展情况摸排，了
解受损设备，评估恢复难度，预测复电时间，实施动态分析，实现了一
户一策，逐一复电、逐一销号，保障企业可靠供电。

针对灾后电网恢复和重建问题，国网河南电力自主研发了“配
网设备灾情运行情况实时监测”模块，第一时间全面、准确获取配
电网停复电及抢修情况，并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一对一跟踪服
务因灾未复工企业，综合采取“供电+能效服务”、市场化交易、电力
金融服务等手段，降低复工企业用能成本，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省委省政府提出抢抓农时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对此，国网河南
电力积极开展受损农田机井供电设施的修复通电工作：针对高温、
农忙、用电负荷大等秋季用电特点，制定详细有效的秋收保电方
案，安排专人对涉及秋收供电的农业生产灌溉线路、变压器、配电
箱进行全面巡视检查，及时消除各类用电隐患；对移动收割机、漏
电保护开展特殊检查，帮助农户做好用电设备检修维护，指导农户
安全用电；通过发放安全用电宣传页、播放村村通广播等，提醒农
民不要在电力线路下焚烧秸秆等，做好用电安全宣传；对私拉乱接
等不安全用电行为进行“拉网式”全面清查，确保在秋收季节农民
安全用电无虞。

“灾后这么快就恢复了农排灌溉用电，不耽误秋种，我们心里踏
实啊。”安阳县东大伏村村民董传说。开封市水稻乡马头村的朱师
傅对正在检查电气设备的国网河南电力员工连声道谢：“有了你们
专业的检查，我们可以放心使用收割设备了。”焦作供电公司员工为
温县香味源食醋酿造厂制定了节能、安全、高效用电方案，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该厂新品铁棍山药醋供不应求。

如今，城郊乡村、田间地头，国网河南电力员工检查设备、检修
线路、宣传用电、帮忙灌溉的场景随处可见。夏秋之交，随着重建进
度加快，受灾乡村重现烟火气息，城市系统基本正常运转，工农业生
产加快恢复，各行各业重现勃勃生机，百姓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秉承人民至上 彰显国网担当

坚持远近结合 重建有力有序

提升抗灾能力 构建坚强电网

用电绿色智能 百姓笑容绽放

□宋敏 王丹

◀9月 10日，卫辉市
供电公司结合“万人助万
企”活动，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为当地重要用户
检查供电设备，为企业正
常生产提供坚强电力保
障 徐强 摄

▶河南送变电
公司抢修人员在对
线路杆塔基础进行
加固 白幸福 摄

7月 22日，孟津县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
党员服务队对因灾受损线路进行抢修，让党旗
飘扬在防汛抢险一线 刘伟韬 摄

照照亮

▶ 8 月 27日，浚
县供电公司员工积极
参加抗汛抢险救灾，守
护卫河防汛大
堤，确保供电线
路可靠供电
王世文 摄

◀8 月 20 日，安阳县
供电公司员工修复因特大
暴雨灾害受损的韩陵镇东
大伏村 1 号机井通电台
区，为农民复耕复产提供
可靠电力保障 任燕 摄

▶ 7 月 22
日，新密市供电
公司员工对大
隗镇窑沟村因
灾受损线路进行
抢修，帮助当地居民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用
电 赵博 摄

全力恢复供电 提供可靠保障

9月 2日，洛阳供电公司积极开展线路迁建工程，助力乡
村振兴建设，全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姚智军 摄

一盏灯 一束光 美好生活
——国网河南电力全面启动灾后重建工作纪实

9月 12日，郑州供电公司员工对首批受灾重建工程的设备隐患进行逐一排查，抓紧编制临时用电转正式用电供电方案，以最快

速度推进灾后重建工作。

当前，我省供电保障重心已由“抢险救灾”全面转向“灾后重建”。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克强总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部署要求，结合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的“三个一批”和“万人助万企”等活

动，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全力提高供电保障能力、夯实安全基础、做好优质服务、提升应急能力、强化责任落实为根本遵循，发扬不

畏困难、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作风，围绕保安全、保供应、保民生、保服务主线，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打造坚强智能电网，全力以赴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用电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