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网升级添动力农网升级添动力 为民服务助发展为民服务助发展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侧记

“这几天连续下雨，光能不太充足，会影响发电量，但天气晴了发电量就会提高，要做好光伏板加固和检查等防
护措施。”10月 13日，在汤阴县宜沟镇尚家庵村，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员工利用光伏发电低谷时段，挨家挨户为用
户检查隐患，提高发电效率，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十三五”以来，国网河南电力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持续加快电网发展，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全力服务
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在农村电网发展上，5年投入超过 800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近
1600亿元，年均拉动县域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提前一年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任务，实现电网脱贫“两提前”；在农村地区加快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出色地发挥了“先行官”作
用，连续两年被省政府评为“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中央驻豫单位”。

□宋敏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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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生实事牵头责任部门之一，从
2015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将农网改造中相关
工作申请纳入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工程，精
心组织，持续推进，大大提升了农村电网质
量。”国网河南电力发展部负责人介绍。

长期以来，河南农村电网基本特征可以
用“大、多、弱”3个字概括：“大”——农网覆
盖全省90%国土面积；“多”——承担着80%
居民的供电任务；“弱”——由于底子薄、基
础差，2012年全省有近九成县域110千伏电
网容载比低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限要求，
县域户均供电容量仅0.85千伏安，远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为解决百姓用电“卡脖子”、低电压等问
题，国网河南电力持续加大农网建设投资力
度，全面实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
仅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年的农网投资就是

“十二五”前3年投资的1.5倍。
“这个冬天不冷了，以前过冬全家好几

口人就挤在一个空调屋里，还总怕跳闸，现

在终于不用担心了。”濮阳市南乐县杨村乡
樊庄村村民袁启生感叹。2015年 6月底，国
网河南电力解决了全省4850个村不通动力
电、2716个村动力电不足的问题。

“十三五”以来，国网河南电力不断加快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步伐，大力开展中心村
（小城镇）电网改造、农田井井通电和贫困村
通动力电建设，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为河南
县域发展、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提供动力。

2016年，该公司完成 25万眼农田机井
通电、1000 个贫困村改造；2017 年，完成
1900个中心村电网改造、3900个贫困村通
动力电、13万眼机井通电、38个县电网脱贫
改造，消除 39个乡“一乡无站”；2018年，完
成 13个贫困县电网脱贫改造升级、1235个
深度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兰考等40个电网
已脱贫县的 1300个行政村电网改造升级；
2019年，完成3000个电网薄弱行政村电网
改造……在完成民生实事清单上，国网河南
电力永远站在第一梯队。

2019 年年底，河南农网
供电可靠率已达到99.8%（国
家要求 99.8%）、综合电压合
格率达到 99.7%（国家要求
97.9%）、户均配变容量 2.4 千
伏安（国家要求 2.0千伏安）。“两
率一户”指标的达标，标志着河南
农网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新一轮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

如今，全省 110千伏变电站覆盖所
有产业集聚区，35千伏变电站基本覆盖所有
乡镇，动力电覆盖所有自然村，光纤通信覆盖
所有站所，智能电表覆盖所有电力客户，机井
通电覆盖平原地区所有农田。供电
能力、设备状况及智能化水平等
农网发展主要指标已达到中
部先进，户均配变容量逐年
倍 增 ，有 力 保 障 了 农 网
3000 余万用户生产生活
用电。

助力乡村振兴
再启征程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国网河南电
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部署，坚持电网发展与乡村振兴“四
个协同”，着力解决农网发展不充分、不均衡
问题，做好脱贫地区电网巩固提升，持续改善
用户电力获得和使用体验，满足县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和广大百姓美好生活的用电需
求，逐步实现城乡电力服务均等化，助力“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打铁还需自身硬。今年年初，国网河南
电力根据农村行政区划调整和乡村形态变
化，因地制宜优化乡镇供电所和服务网络格
局，加强供电所专业管理，加大乡镇供电所投
入力度，补齐供电部（所）物资装备短板，通过
配齐供电所急需工器具，研发多业务智能终
端，全面推广便民服务可视化等智能服务手
段，打造供电服务高素质队伍，提升供电所人
员工作效率和服务意识，推动供电所实现配
置标准化、业务信息化、服务数字化，将供
电所建设成服务“桥头堡”。

结合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国网河南
电力对发生配变重过载和用电“低电压”等供
电问题的村庄，及时进行电网改造，满足广大
群众生活和电气化水平提升的用电需求，并
为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自来水、乡村照明
等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可靠电源。除了做好全
省旅游特色村和“千村示范”村庄配套电网建
设，做好传统村落电力设施改造提升，持续改
善用电条件和景观协调度，服务环境美、田园
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四美”乡村建设之外，
国网河南电力还计划打造兰考、光山、新县 3
个乡村电气化工程试点县，每县建成1至 2个
乡村电气化惠农富民示范项目，大力推进城
乡服务一体化。

“动动手指头，在手机上就能提交用电申
请，现场就能确定供电方案，还能看到周围哪
个电源点离我最近，客户经理在手机上点几
下，正式供电方案就自动生成啦，而且市县无
差别，哪里都能这么快。”新乡市正安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孙国根对国网河南电力城乡一体
化办电服务竖起了大拇指。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纵深推进，河南巨
大的市场空间和内需潜力将加速释放。预计

“十四五”期间，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
6.6%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6个百分点。
国网河南电力将进一步加快推动各级电网特
别是农村电网发展，积极培育新动能，为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上增添闪亮
的一笔。

国网河南电力计划到国网河南电力计划到20252025年年，，实现农网实现农网
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中部地区领先水平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中部地区领先水平，，为农为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容量充裕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容量充裕、、清洁低碳清洁低碳
的电能支撑的电能支撑，，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
电需求电需求，，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到到 20352035
年年，，建成现代化农网建成现代化农网，，满足客户多元化用能需满足客户多元化用能需
求求，，为农业农村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农业农村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迈进提供容量充裕迈进提供容量充裕、、清洁低碳的电能支撑清洁低碳的电能支撑，，基基
本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和农网现代化本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和农网现代化，，为河为河
南人民奉献可靠电南人民奉献可靠电、、舒心电舒心电、、绿色电绿色电、、智慧智慧
电电。。未来未来，，河南电网一定会助力中原大地更河南电网一定会助力中原大地更
加璀璨绚烂加璀璨绚烂、、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满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国庆假期是旺季国庆假期是旺季，，房间天天爆满房间天天爆满，，大多大多
是外地前来休闲游玩的游客是外地前来休闲游玩的游客，，餐饮餐饮、、住宿住宿、、游游
乐设施一刻也离不开电乐设施一刻也离不开电，，你们帮忙检查你们帮忙检查，，我我
们就可以安心营业了们就可以安心营业了。”。”1010月月 77日日，，西峡县太西峡县太
平镇东坪村农家乐店主李林平镇东坪村农家乐店主李林，，对前来进行用对前来进行用
电隐患排查的国网河南电力员工表示感电隐患排查的国网河南电力员工表示感
谢谢。。从破旧的深山小村一跃成为老界岭旅从破旧的深山小村一跃成为老界岭旅
游接待服务的游接待服务的““东大门东大门”，”，东坪村旅游业的蓬东坪村旅游业的蓬
勃发展离不开电力保驾护航勃发展离不开电力保驾护航。。

近几年近几年，，国网河南电力积极对接政府国网河南电力积极对接政府
部门部门，，做好美丽乡村建设电网规划做好美丽乡村建设电网规划，，陆续在陆续在
东坪村新建东坪村新建 55台变压器台变压器，，改造全部高低压线改造全部高低压线
路路，，满足人民生活和产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生活和产业发展需要。。目前目前
该村已有农家宾馆该村已有农家宾馆 100100 余家余家，，年接待游客年接待游客
量量 5050 万人次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33 万万
元元。“。“现在现在，，任何电器想开就开任何电器想开就开，，同时开多少同时开多少
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客人再也不会抱怨上菜慢客人再也不会抱怨上菜慢，，空调空调
不凉快了不凉快了。”。”李林说出了众多农家乐店主的李林说出了众多农家乐店主的
心声心声。。

55年来年来，，我省农网投入超过我省农网投入超过800800亿元亿元，，带带

动社会投资近动社会投资近 16001600亿元亿元，，年均拉动县域经年均拉动县域经
济增长济增长 11..11个百分点个百分点，，提供就业岗位提供就业岗位 1010万个万个
以上以上，，发挥了国民经济发挥了国民经济““稳定器稳定器””和和““压舱石压舱石””
作用作用。。助推乡村产业转型助推乡村产业转型，，可靠的电力供应可靠的电力供应
满足了现代种植业满足了现代种植业、、畜牧养殖业畜牧养殖业、、乡村旅游乡村旅游
业等我省特色优势产业用电需求业等我省特色优势产业用电需求，，在保障农在保障农
民就业创业的同时民就业创业的同时，，也为优化农村地区产业也为优化农村地区产业
结构结构，，促进一促进一、、二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便利条件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便利条件。。

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历史历史，，今年以来今年以来，，国网河南电力扎实开展党国网河南电力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史学习教育，，结合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实践活
动动，，进一步提升农村电网建设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电网建设及服务水平，，
让百姓真正受益让百姓真正受益。。当前当前，，我省农村居民电热我省农村居民电热
水器和电暖气拥有量较农网改造前大幅增水器和电暖气拥有量较农网改造前大幅增
长长6060%%以上以上，，电能在农民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电能在农民生产生活各个领域
应用更加广泛应用更加广泛，，厨炊厨炊、、取暖取暖、、短途出行的电气短途出行的电气
化更加普及化更加普及，，推动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生推动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生
活品质的提升活品质的提升。。

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信阳市新县香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信阳市新县香

山湖茶厂被列为乡村电气化试山湖茶厂被列为乡村电气化试
点之一点之一，，国网河南电力对其进国网河南电力对其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电气化改造行了有针对性的电气化改造，，
为园区建设了一套全自动电喷为园区建设了一套全自动电喷
灌系统灌系统，，并上线农业物联网系并上线农业物联网系
统统，，实现水肥一体化实现水肥一体化、、智慧电喷智慧电喷
淋淋，，使整个园区运作更加科学高使整个园区运作更加科学高
效效，，有力地助推了当地发展有力地助推了当地发展。“。“今年我今年我
们增加了电制茶流水线们增加了电制茶流水线，，制茶规模越制茶规模越
来越大了来越大了。”。”香山湖茶厂李姓负责人对电香山湖茶厂李姓负责人对电
力服务啧啧称赞力服务啧啧称赞。。

今年今年，，国网河南电力还将服务农村新产国网河南电力还将服务农村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作为重点任务业新业态发展作为重点任务，，加快生态旅游加快生态旅游
和红色旅游区域电网末端延伸和建设和红色旅游区域电网末端延伸和建设，，保障保障
休闲观光园区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森林人家、、康养基地康养基地、、乡村民乡村民
俗等的发展用电俗等的发展用电，，助推休闲农业和乡村文化助推休闲农业和乡村文化
旅游建设旅游建设。。服务旅游景区和特色小镇建设服务旅游景区和特色小镇建设，，
保障特色小镇发展用电保障特色小镇发展用电。。加快充电设施建加快充电设施建
设设，，优先在旅游景区布点充电设施优先在旅游景区布点充电设施，，服务百服务百
姓绿色出行姓绿色出行。。

“全省脱贫攻坚，电力要站排头！”从我
省启动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第一天，国网
河南电力就作出这样的承诺，并提出要提前
一年实现电网脱贫。为了当好这个排头兵，
2016 年，国网河南电力围绕河南省脱贫攻
坚目标，按照“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同等优
先、重点倾斜”原则，结合国家新一轮农网改
造升级，精心制定了全省电网脱贫专项方
案，纳入我省脱贫攻坚“1+N”工作体系，全
力助推我省脱贫攻坚战实施。

2016 年，国网河南电力在全省贫困地
区累计投入 112亿元，占我省全年农村电网
总投入的 52%；新建（扩建）220千伏变电站
26座、110千伏变电站86座、35千伏变电站
110座；新建与改造 10千伏配电台区 3.4万
个、10千伏及以下线路长度 3.5 万千米，超
额完成2016年省重点民生实事既定目标任
务。

2017年 3月 27日，兰考县退出贫困县

序列，成为河南省建立贫困退出机制以来首
个脱贫的贫困县。这离不开“硬杠杠”的电
力保障。2016 年以来，国网河南电力把兰
考作为全省县域电网发展示范县，高标准规
划建设兰考电网，当年累计完成全县10千伏
及以下农配网单项工程超过2000个，全面解
决了县域低电压和 38个村三相电动力不足
问题，实现4074眼机井通电，受益农田面积
20.38万亩。为感谢电网建设助推脱贫攻坚
工作，兰考县委县政府专门向国网河南电力
发来感谢信。

多年来，国网河南电力坚决贯彻省委省
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十三五”期
间，在全省贫困地区累计投入417亿元，完成
686座变电站、10万个台区、17万公里电力
线路建设，如期实现“贫困县、贫困村电网脱
贫分别较全省整体脱贫计划提前一年、一年
半完成”的庄严承诺，电网发展主要指标接近
或超过全省县域平均水平。

截至目前，国网河南电力
全面完成6492个贫困村“村村
通动力电”工程和 3820个扶贫车
间、2721 个优势特色产业基地配
套电网建设，助力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创业
就业；全面完成易地扶贫和黄河滩区迁建安
置区配套电网建设，点亮了 56万搬迁群众
新家的灯，服务搬迁群众安居乐业；发挥行
业优势，如期保障 2万座光伏扶贫电站及时
并网投运，全额支付购电费30.55亿元，及时
转付新能源补贴 7.65 亿元，惠及贫困户 40
余万户。

现在的兰考县村容整齐、电线入地、洁
净美丽、百姓富裕，兰考县也被选为农村能
源革命试点建设县，成为智慧清洁能源利用
的先行者。而这背后强有力的助推者——
国网河南电力，也连续三年在全省脱贫攻坚
考核中，获得省级责任单位考核最高等级

“好”的等次，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评价。

农网改造升级 群众满意

电网脱贫提前 连获肯定

激发乡村活力 融合发展

▶▶活跃在全省各活跃在全省各
地的电力共产党员服地的电力共产党员服
务队务队 赵娣赵娣 摄摄

▶开展配网升级改造，优化提升农村电
网网架结构，助力乡村振兴 姚智军 摄

▲为养殖场安装动
力电 陈璞 摄

◀党员服务
队来到草莓种植
基地，上门为农
户服务

卫凯 摄

◀对林州市海拔
最高的大垴村实施电
网改造

苏世一 摄

▲在伏牛山区，
施工人员通过骡马
运送电网建设物资

蒋姝佩 摄

◀机井通电工程为
农业稳产增产提供了可
靠保障 文锟 王亚方 摄

▲供电员工雪后对
电网开展紧急巡视

刘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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