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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霍鑫 任燕 焦浩然

又到供暖季，一直靠烧煤取暖的安阳
市宝莲寺镇张薛庄村今年有点不一样：村
口的公路旁，不见了往年厂家贩煤的大卡
车、村民运煤的小三轮。“我们今年实施了

‘煤改电’，用上了方便实惠的电采暖，不
用忙着存煤了。”11月 23日，该村村委会
主任刘瑞普说。

像这样用上电采暖的，今年全省各地
有116.8万户。截至10月份，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顺利完成今年“煤改电”配套电
网建设任务。供暖期到来前，电力部门在
完成相关设备隐患排查治理的基础上，强
化营配调应急协同处置能力，着力提升优
质服务水平，为“煤改电”用户享受清洁取
暖新体验提供保障。

取暖有了新选择

静谧的冬日阳光下，张薛庄村村委会
大院前，一排整齐的电线杆架起银线，矗
立在整修一新的村庄与公路之间。

从寒风中走进村委会办公室，温暖迎
面而来，令人倍感舒适。循着轻微的风
声，只见房间的窗户下方，一台厚20厘米
左右、长宽各 70厘米左右的白色电采暖
设备正在运转。

刘瑞普介绍说，这个设备叫做空气能
热风机，功率为 2千瓦。启动后，十几分
钟就可以让这间25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
暖和起来。

拥有显示屏、遥控器，可以调风向和
风速，能制冷能制热，看似和空调一样，但
热风机比空调更受欢迎。据悉，热风机不
使用氟利昂，没有污染，符合国家提倡的
环保原则；由于享受政府60%的“煤改电”
补贴，市场价4000多元的设备只需 1500
元就能买到手。

取暖费用始终是村民们最关心的因
素之一。11月初安装时，大家特意在热
风机和配电箱之间装了电能表，用于测试
耗电量。在人体感到舒适的温度条件下，

“这台变频热风机 9 个小时只用了 4 度
电”。

今年，省电力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居民
峰谷电价政策，政府“确村确户”的“煤改
电”居民客户采暖季低谷时长延长 2 小
时；将清洁取暖电量纳入电能替代“打包
交易”，创新组织开展居民清洁取暖电量
5年期挂牌交易，完成交易电量 100亿千
瓦时。这样，“煤改电”取暖客户每度电可
以省0.15元。

省电力公司还推动 17 个地市出台
“煤改电”设备购置或电费补贴政策，除了
设备购置最高补贴 4800元，部分地区电
费补贴达到每千瓦时 0.2元，非集中供暖
区还取消执行第三档阶梯电价，最大程度
降低取暖用电成本，用户对电采暖的认可
度大大提高。

“这不，又有 10 户人家要装上热风

机。”刘瑞普说。他指着村委会前的小广
场，“这边是各种健身器材，那边是乒乓球
台，还有休息用的长椅。村里的污水管
网、厕所改造和自来水工程刚结束，电采
暖也用得舒心，以后的日子真是越过越
好。”

用上靠谱电采暖

煤球、块煤、木柴曾经是张薛庄村村
民过冬取暖的“老三样”。“和存大白菜一
样，以前存煤球是冬天的重要活动。”80
多岁的郝全孝说，每户人家都要专门盖一
座棚子用于储存燃料。有人嫌煤球价格
贵，就买来散煤、拉来黄土、提几桶水，在
路边大费周章地“打煤球”。

“整个屋子熏得黑黢黢，冷飕飕的北
风吹着都不敢关严窗户，怕中毒。取暖效
果？只能说勉强避避寒，哪有电采暖靠
谱？”说起用煤炉取暖的体验，郝全孝摇摇
头。现在全村人都告别了“老三样”，郝全
孝卧室里也装上了一台功率为1.5千瓦的
电暖气。这都得益于今年村里实施的“煤
改电”。

“煤改电”是民生工程，更是系统的电
网工程。今年，省电力公司投资57亿元，
在全省7000多个村庄开展“煤改电”配网
工程建设。其中，110千伏及以上项目28
项，新建和改造线路 243千米、新增配变
容量273万千伏安；10千伏及以下单体工
程 3646项，新建和改造线路 5262千米、
新增配变容量338.9万千伏安，新建10千
伏开关站7座。

位于安阳县供电公司辖区的张薛庄
村，原来配变容量只有 100千伏安，在此
次“煤改电”配网工程建设中新增 400千

伏安变压器一台、利旧100千伏安变压器
一台。该村户均配变容量也从 0.51千伏
安增长到2.55千伏安。“根据走访和测算，
全村人未来几年采暖用电完全不成问
题。”该村台区负责人袁房动说。

“煤改电”工程竣工后，袁房动每天早
上 8点之前，都要利用 40分钟时间巡视
一遍村里的线路，做好日常维护。“发现的
缺陷能排除的就地排除，不能排除的立即
上报。天越来越冷，空调、电暖气都开始
用了，这是为了让大家安心用电。”他说。

早在供暖期到来前，省电力公司按照
100%覆盖原则，重点排查“煤改电”用户
涉及的电缆线路及通道、配电站房等设
备，对于发现的11835处隐患已全部治理
完毕。开展线路通道专项治理，清理涉及

“煤改电”线路通道树障10211处，清理树
木 36.16万棵，印发送达安全警示告知书
872份。每日监测设备停电、重过载等异
常运行信息，发现异常及时处理，为“煤改
电”区域输电线路、配网设备取暖季稳定
运行增添保障。

优质供电“心”服务

电采暖用电充足可靠，需要优质的供
电“心”服务作支撑。和袁房动一样，安阳
县永和镇供电所所长李乐锋最近也异常
忙碌。继去年、今年连续实施“煤改电”之
后，该所辖区已实现包括电采暖在内的清
洁取暖全覆盖。

“去年‘煤改电’涉及26个村，中心村
电网改造涉及2个村，剩下的村全部于今
年完成‘煤改电’。我们所辖区村庄负荷
够用，线路走径更合理，线路对地安全距
离也都达标了，现在就是千方百计搞好服

务。”李乐锋说。
永和镇供电所 25名人员全体出动，

分成 2个工作组，对所辖 32个台区 56个
村的“煤改电”用户开展走访服务，一面指
导村民安全用电，一面根据不同客户实
际，为他们设计个性化用电方案，提供合
理化采暖建议，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该
所还成立“电管家”，逐村逐户确认供暖情
况，建立客户“供暖服务保障微信群”，及
时发布故障抢修和停送电信息，为客户用
电答疑解惑。

“煤改电”客户数量多、分布广、多处
于偏远农村地区。省电力公司建立“煤改
电”配网故障抢修不间断和抢修工单挂牌
督办机制，努力提升故障处理速度和处理
质量。全省新增“煤改电”抢修站点 258
个、抢修队伍 247支、抢修人员 3603人，
增加专用应急发电车 17辆、应急发电机
93台。此外，该公司还充分发挥供电服
务指挥中心作用，努力缩短抢修时间。

省电力公司对涉及“煤改电”客户的
95598热线工单进行重点督办，从速完成
联系客户、上门核实等流程，提升工单响
应速度。为我省“煤改电”客户开通交费
营业厅、“掌上电力”APP、电 e宝等线上
线下 21种购电服务渠道，并在部分线上
平台为“煤改电”客户开设购电快捷通道，
推出电费余额不足提醒等优化功能。

当天，在李乐锋的建议下，永和镇伍
庄村村民李新平决定购买两台电采暖设
备。“一台 1.6千瓦的‘暖佳宝’，可以取暖
也可以做饭；一台 2 千瓦的远红外电热
炉，放在客厅，全家人都暖和。”李新平说，

“电采暖安全、干净、环保，供电所的服务
也很到位，以后冬天取暖就靠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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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千伏芝田变电站投运

聚焦
本报讯 如今，开着新能源汽车到林州红旗渠纪念馆和红旗渠

游客中心的人们，都能在这里的电动汽车直流快速充电站充电
了。安阳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工作人员吕鹏介绍，截至目前，该公司
投资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充电站已有 8座，均面向社会全体用户开
放。

据了解，这些充电站全部接入由国家电网公司打造的车联网
平台。该平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车联网平台，打破地域和专属限
制。用户通过“e充电”手机APP，可以查找全国范围内所有由国
网公司建设的充电站（桩），并查看每个桩的编号、实时电流、实时
电压等详细信息。用户只需扫描充电桩的二维码，在手机上按提
示简单操作几步，就可以享受到便捷可靠的充电服务。按照当前
河南现行峰谷分时电价计费标准，高峰时段充电百公里电费15.96
元，平段百公里电费10.34元，低谷时段百公里电费5.472元。

2019 年，安阳供电公司计划大规模新建交直流充电桩 297
个，其中大多数为针对居民用户的交流慢充桩，并加设有序用电模
块，倡导用户在负荷低谷时段充电。届时，用户如无紧急充电需
求，同意有序用电充电协议后，只需提前将汽车连接好充电桩即
可，系统将自动选择在夜间用电负荷低谷时段执行充电操作，并按
用电负荷低谷电价计费。 （罗丹 吕鹏）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姬文慧 甘红庆）12月 12日 22时
43分，500千伏芝田变电站220千伏系统试运行工作圆满结束，标
志着河南电网第43座 500千伏变电站顺利投运。

500千伏芝田变电站是河南电网第 13座 500千伏智能变电
站，也是郑州地区第6座 500千伏变电站。该站位于郑州巩义市，
本次投运的4回线路分别至郑州220千伏常庄变和220千伏峡窝
变各2回。该站的投运，有效增强了郑州西部地区的网架架构，优
化了郑州及其周边地区电网布局，极大提高了郑州西部地区供电
可靠性和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工程投运前期，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严格按照变电五项通用
制度开展生产准备及标准化验收工作，确保设备零缺陷移交。试
运行送电期间，组织人员编制现场管控方案并开展事故预想，坚决
杜绝“严重违章十五条”，做到生产作业现场“十不干”，开展生产作
业流程步骤安全辨识，强化现场危险点及薄弱环节安全管控，实现
设备一次投运成功。

本报讯（记者 栾姗）12月 15日，记者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获
悉，国内首单煤改气资产证券化产品——河南能源煤气化公司5.3
亿元资产证券化产品成功发行。

据介绍，河南能源煤气化公司发行的 5.3 亿元资产证券化
（ABS）融资业务是依据对下游燃气公司收取供气费这一债权作
为基础资产，并以该基础资产产生的稳定现金流为支持，发行资产
支持证券的创新金融产品，共募集资金5.3亿元，票息控制在6.5%
以内，期限5年。该产品获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力支持，在较
短时间内取得了挂牌转让无异议函，近期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开挂牌上市。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在总体发展规划、
能源规划等方面出台了大量指导性方针意见和政策法规。河南能
源煤气化公司在产品的推介过程中，积极与各大股份制银行、城市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公募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沟通交流，投
资人对煤气化公司的历史业绩、主要经营优势、未来发展战略给予
了充分肯定，促使该单资产证券化产品取得了较低的融资成本，在
当前资金面偏紧的市场环境中，具有较强的标杆意义。

国内首单煤改气
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

本报讯 11月 30日，平顶山石龙区供电公司全面加强物资监
督管理全过程，有针对性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工作，广大党员廉洁意
识进一步提高，构筑起坚固“物资管理廉洁防火墙”，为公司改革发
展提供坚实的纪律保障。

据悉，该公司充分发挥纪检监督工作的重要性，积极推进相关
部门的协同监督，发挥效能监察和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着力构建
大监督格局，有效防范物资管理的廉政风险。一是强化对重点岗
位人员的监督管理，建立重点岗位人员廉洁档案，完善员工的职业
规范和行为准则。二是重点监督计划执行情况、工程建设、生产经
营、采购销售等重点环节，进一步规范投资计划管理。三是严格监
督物资资金使用情况，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管理。四是加强对招
标采购、合同履约、废旧物资处置情况的监督，坚持统一招标、比
质、比价。五是加强对工程退役物资回收、存放、鉴定情况的监
督。六是加强对工程分包及收费情况的监督，进一步规范施工队
伍管理。 （智津津 李文祥）

石龙区供电

构筑物资管理廉洁防火墙

本报讯“您好，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家家户户都供暖了，如果
家里用电有啥需求，请打电话告诉我，我会在第一时间来家里帮忙
解决问题。”12月 17日，内黄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到用户家中走访
时说。

进入冬季供暖期以来，为保障广大用户冬季平稳用电，切实做
好民生服务工作，内黄供电公司以“温暖度冬”为目标，积极开展冬
季供暖优质服务专项提升活动。各站所工作人员结合所辖区域的
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优质服务宣传等工作，将公司优质服务的理念
普及至广大电力用户。

按照工作安排，该公司在生产、服务上全面调整工作方式，确
保优质服务落到实处。该公司在冬季取暖期间要求切实减少用
户设备计划停电工作，针对设备紧急消除缺陷等工作，以带电作
业、不停电负荷转移等方式保障用户安全用电，针对恶劣天气等
突发事件，规范电力抢修流程管理，在保质、保安全的前提下缩
短抢修时间，在最短时间为用户送上稳定供电，确保用户在寒冷
气候条件下实现不间断供电取暖。同时，安排一线工作人员在
所辖区域开展优质服务宣传活动，主动对接用户，积极宣传电力
优质服务提升措施。 （谢志鹏）

内黄：开展冬季供暖优质服务

安阳：电动汽车充电站首落地

冬季取暖新体验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韩彦

12月 17日，在位于郑州建设路电
缆运检工区的监控室里，国网郑州供电
公司电缆运检班的何艾容正通过监控
大屏，查看位于十几公里外地下电缆隧
道里几条 220 千伏电缆的运行情况。
她轻点鼠标，运行电缆的电压、电流和
隧道内温湿度和有害气体浓度数值都
清清楚楚。隧道内 24小时运行的机器
人也将可疑参数即时上报，并接通实时
影像帮助运维人员研判处理。

自 11月 15日启动 2018年电网迎
峰度冬工作以来，何艾容就和同事们开
始利用这套去年刚投运的隧道无人巡
检系统对南三环电缆隧道红旗变电缆
隧道等多条隧道开展冬季特巡。

“原来为了保障冬季可靠供电，我
们要天天到隧道进行巡视，整天都离不
开闷热、泥泞、阴暗、异味。现在，我们
这些‘地下工作者’有了新伙伴，我们的
工作模式也有了很大转变。”已经在电
缆巡检岗位上工作三年的何艾容说。

这是郑州供电公司使用科技助力、
确保度冬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一
个缩影。预计今年度冬期间，郑州地区
省网最大负荷为920万千瓦，较去年同
比增长 9.45%。虽然整体供电能力满
足预计负荷要求，但用电高峰期，市区
中南部的供电压力将会增大。为此，郑
州供电公司提前谋划，多措并举，创新
机制，保证度冬电力供应充足。

“时间：2018年 11月 17日；工作内
容：现场除缺，送电；工作负责人：郑兆
科；现场安全员：石红岩。”走进郑州220
千伏人民变变压器更换现场，扫描摆放
在作业区入口处的二维码，该工程的现

场进度、工作记录等各项信息一目了然。
“为了保证郑州电网稳定度冬，今

年我们提前安排了 9项 110 千伏及以
上重点度冬工程，其中 110千伏工程 6
项、220千伏工程 3项。”郑州供电公司
建设部副主任侯尽然介绍说，其中最
重要的是位于商城路与管城街交叉口
的 220 千伏人民变扩建工程，这座已
经运行了 17 年的变电站地处郑州核
心区，地位重要且负荷较高。他们从
10月份开始对该站变压器进行增容扩
建，工程完工后将极大地缓解附近的
供电压力。

“随着郑州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城
市框架的迅速拉大给我们配网运维工作
带来了不少挑战。比如我们的斗臂车，
本来体积就大，抢修路上遭遇堵车的频
率也越来越高。我们运维人员的属地化
网格化管理势在必行。”郑州供电公司雷
锋号电力抢修队队长郝涛说。

据了解，今年迎峰度冬工作启动
后，郑州供电公司就组建了“三级梯队”
应急抢修力量，通过设置 66个抢修驻
点缩小供电抢修半径，共组织抢修队伍
142 支、抢修人员 1716 人、抢修车辆
329辆，储备各类应急抢修物资160项，
积极应对突发故障。同时，积极发挥供
电服务指挥中心服务监督和资源调配
的职能，全面推进城市配电网的状态检
修，深入隐患排查治理，利用属地化管
理的信息优势，达到配电线路及台区运
行异常的发现提前化、运维抢修主动化
的目标。此外，超声波设备巡视和重要
开闭所的智能化监控也将大大降低配
网抢修工作的压力。

同时，该公司还充分利用无人机、
电子监控系统、带电检测设备等科技手
段，对设备集中开展带电检测，及时排
除缺陷，在冬季负荷高峰出现前将设备
运行健康水平调整至最佳状态。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裴培）12
月 17 日，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获
悉，河南电网 46项 35千伏及以上主网度
冬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为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度冬工程包括 35 千伏工程 20
项、110千伏及以上工程 26项，整体具有
危险点多、作业面广的特点，尤其是多项重
点工程密集在 11月中下旬投产，工期紧、
任务重；工程建设过程中高空作业、跨越放
线、近电施工等高风险作业数量多，容易受
到低温、雨雪等天气影响，基建安全面临着
巨大的压力。

为确保优质高效地完成主网度冬项目
建设任务，电力部门各参建单位科学制定
建设计划，统筹协调建设资源，创造良好建
设环境，集中攻坚通道、物资供应、停电安
排等难点问题，全力确保工程建设有序推
进。与此同时，该公司加大关键环节协调
力度，强化责任落实，合理减少停电时间，
尽可能降低安全风险；刚性执行高风险作
业“挂牌督察”工作要求、三级及以上高风
险作业审核批准制度，做实基建安全责任
量化考核，坚决杜绝安全违章行为；合理调
配人力、物力资源，补充管理和施工力量，
确保紧而不乱地推进工程进度，严格执行
随工验收和各阶段逐级验收制度，保证工
程零缺陷移交；加大施工单位“一方案、一
措施、一张票”的管理力度，保证施工方案
的“刚性”执行；规范开展在用工器具和机
械的检查工作，确保施工工器具和个人防
护用品合格和正确使用；制定防寒、防冻等
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物资储备，开展应
急培训和演练，做好防灾避险和突发事件
应急工作。

我省电网迎峰度冬
工程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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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电网平稳度冬有保障

安阳县供电公司对瓦店乡郎固村中心台区进行改造，提高供电质量，确保冬季取暖供电充足。 王利军 摄

观察

12月 15日，在郑州市220千伏耿河变电力隧道中，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电缆
运行情况。 韩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