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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电网是福建省沿海主要负荷区之一。截至 2012年
底，泉州地区全社会最高负荷为 6009兆瓦，主要有 500千伏
泉州变、晋江变、大园变电站供电，预计到 2013 年泉州电网
500千伏供电负荷将达到 3000兆瓦。泉州 500千伏电网是全
省 500千伏沿海主干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需要为泉州
220千伏电网提供充足可靠的供电电源，也承担着全网北电
南送的重要任务。为提高整个福建电网的可靠性，完善福建沿

海 500千伏双通道主干电网，泉州电业局将在晋江北部区域
新建 500千伏紫岭变，该变电站建成投运后将满足晋江北部、
泉州市区南部、南安中南部负荷快速发展的需要，并为福建沿

海 500千伏双通道主干电网的完善创造条件 , 为现代化泉州
建设提供可靠电能保障。

提升受电能力 完善 500千伏双通道

随着陈埭九十九溪作为晋海新城启动区的开发建设，晋

江陈埭片区东北部中心区将作为晋海新城 CBD核心区，人口
密度和建筑密度高，区域内规划为以制鞋、物流等行业为主的

现代工业园区，预测 2013年负荷密度达 7.8兆瓦/公里、远景
为 20兆瓦/公里，泉州电业局着手投建 220千伏洋埭变，为陈
埭制鞋等基地规模的不断扩展及区域内金融、商贸、文化、居

民、轻工业等负荷快速增长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减轻 220
千伏清濛变等晋江北部变电站的供电压力，提高区域电网的

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据了解，500千伏紫岭变及 220千伏洋埭变在当地政府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均已完成选址及环境影响评价，具备进场

动工条件，并有望在 2014年 6月建成投运。

加强改造力度 缆化让家园更美好

2013年泉州地区计划新建 10KV馈线 35回，计划加装线
路分段开关 125台，增加线路联络改造 25条分支线，新增及
改造低压台区 220个，重点解决 10kV磁新线等 45条线路重
载及池店变等 109个台区重载问题，开展老旧城区 50个台区
低压线路、接户线表箱的整治改造，消除安全隐患，减小每台

开关停电的用户数，增强网络的供电的灵活性。

2012年以来，泉州电业局继续加快 60条道路及南迎宾
路缆化工程进度，年度计划投资 15593 元，累计完成投资
11081元，完成投资 71.06%。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城东街、南俊
北路、泉晋路、福厦路、泉秀东街、东海大街等 36条道路缆化，
完成安顺路、安达路大部分土建工程，并着力敦促道路建设指

挥部对南迎宾路缆沟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以期顺利启动南

迎宾路缆化电气施工。

加快自动化 智能电网提高可靠性

泉州电业局选择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核心区作为实

施区域开展配电自动化试点工程，对市中心 15座一级重要
开闭所设备智能化改造，更换 122组 10千伏智能开关柜。其
中 4座开闭所增加了适应智能配电网运行维护、远程监控的
“智能遥视”功能，实现开闭所开关的遥控“视频联动”，即开

闭所开关遥控过程可以通过视频同步传回到调度控制界面

上。远程监视配电站所开关盘柜现场图像、站所内环境等实

时状态，实现配电站房的视频监视、温湿度监测、漏水检测、

消防门禁监测及入侵报警等功能。

配电自动化改造后，正常检修和事故处理倒闸操作均采

用遥控操作，设备停电、供电操作时间大大缩短，可使城市核

心区供电可靠率将由 99.91%提升至 99.98%，用户平均停电
时间由 7.884小时/户降低到 1.752小时/户，电压合格率由
99.83豫提高到 99.9豫，改善用户的电能质量。
智能电网将减少非计划停电次数，也就意味着广大用户

能更多地采用电能这一清洁能源替代煤气、天然气等一次能

源，减少空气污染，保护环境。泉州电业局计划在 5年内完成
泉州市区的配电自动化改造，下一步将加快配电自动化建设

步伐，将配电自动化试点区域从城市核心区扩展到城市中心

区，然后逐步扩大配电自动化建设范围，最终在泉州市区全面

实现配电自动化，提升泉州市的基础设施水平，为泉州市经济

建设、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用电环境。

增强忧患意识
推动长远发展
阮丽双 张迎迎

龙岩电业局：创新服务暖人心

“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更

需要创新来支撑和提升。”正是这样

一种创新管理理念，多年来，龙岩电

业局不断加大企业创新发展力度，把

创新理念融入企业管理、生产、服务

等各个领域，让企业各项工作日新月

异。

制度创新：激活企业效力

“仅 2012 年，龙岩电业局执规检
查现场 1618处、查纠违章 212起、列
入整改 428 处、处罚金额 48667元、
试岗 1人。”该龙岩电业局安监部主
任叶桂中介绍说，在抓生产、保安全

的过程中，安全执规队这项创新管理

机制的作用还是很显见的。

安全执规队是在该局安全监督

小组的基础上创建的，它从全市供电

系统 7 个县市供电公司抽调精兵强
将组建“安全执规队”，在全市系统内

开展定期、不定时、不定点的安全执

规交叉检查工作，重点检查部门、班

组是否对日常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有

效梳理；是否结合日常工作中发现的

存在问题进行自我剖析及提出改进

措施；是否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安全

执规队以“日通报、周小结、月分析”

的形式严格执行该局《反违章工作管

理规定实施细则》和《违章记分考核

管理规定》，全面落实该局安全生产

违章分析整改闭环。

安全执规队只是龙岩电业局不

断探索安全生产管理常态机制的一

个小缩影。

长期以来，龙岩电业局始终坚持

“企业管理常管常新”的原则，先后推

出“安全生产问责制、安全生产常态

机制、安全生产内控机制”等构建企

业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截至 2013
年 2月 25日，该局连续安全生产天
数达 3025天，创历史新高。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依法治企水

平，规范各项归档工作的全过程管

理，该局党委创新以会议代替培训载

体，将以往看似枯燥的文件解读、流

程灌输的会议调整为以实务流程结

合完整归档材料观摩的形式，把“三

重一大”等事关依法治企工作的流程

及其办理过程，完整地展示给基层工

作人员，指导他们进一步提升依法工

作和管理质量，全力确保安全、稳定、

和谐的发展大局。

局党委书记丘红红介绍说：“我

们创新的以会代培，是通过自上而下

指导和管理，自下而上发动流程和完

善手续，不仅是提升党组织负责人的

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依法治企

管理水平。”

科技创新：筑牢安全屏障

“技术创新，能给企业发展方式

转变注入强大动力。”正是在这样一

种创新管理理念的引领下，闽西电网

始终处于安全稳定运行中。

去年 9月，龙岩电业局运检部配
电中心带电作业班利用视觉盲点状

态下带电作业新技术，在 10 千伏解

放玉线 18号塔成功实施了电感耦合
器的带电安装工作，这是该局首次利

用“视觉盲点”系统开展带电作业。视

觉盲点状态下带电作业新技术的成

功实施在全国尚属首次，也是龙岩电

业局配网带电作业继 360 度旋转绝
缘平台带电作业法之后的又一次技

术创新。

视觉盲点状态下带电作业，是指

在工作现场由于树木、建筑等遮挡，

造成地面工作负责人视野受限，无法

有效监护斗上作业人员的情况下，利

用斗上安装的旋转摄像头、无线路由

器、地面画面接收器等组成的监控系

统，来完成对工作人员监护的作业方

法。

2007年，针对龙岩山区的地理特
点和杆塔带电作业无法到达的难题，

龙岩电业局输电中心员工自行研发

出 360度旋转带电作业平台，提高了
工效，减少线路的停电时间，该技术

属国内首创，预计一年就可以多开展

带电作业 30—40次，减少停电时户
数 1000多户，多供电量 40多万千瓦
时。

多年来，龙岩电业局大力实施科

技强网，运用各种先进技术、先进设

备提高电网管理水平。同时，为了调

动职工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该局

投入近千万资金用于支持和奖励职

工的创新、发明；成立“劳模培训工作

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为职工发

明创新搭建平台，营造浓厚的创新氛

围。

服务创新：提升质量暖民心

“自从电业局在电杆上安装了一

个神奇的小箱子以后，我们家的电压

比以前好多了，更想不到的是电费还

比以前少了。”记者在龙岩市石粉村

村民陈友明家采访时，他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有效解决电网末端电压低

问题，圆园园愿年以来，龙岩电业城区供
电局加大科技投入，成立技术创新小

组，针对电网末端电压低问题进行分

析研究，研制出“电压优化精细无功

补偿装置”创新系统。

为更好实施 95598 光明服务工
程，龙岩电业局以“你用电、我用心”

的服务理念，在全省电力系统中首家

实行“抢修不过夜”精益化管理，提升

优质服务水平。

“‘抢修不过夜’精益化管理旨在

进一步提升抢修服务标准，优化抢修

流程，提高抢修效率，从而打造一支

‘反应快速，技术专业，服务高效’的

抢修队伍来为居民用户提供更加方

便、优质、快捷、规范的服务。”该局检

修部配电中心主任张金明介绍说。

“抢修不过夜”精益化管理以“多

班组协调配合，成立多梯队抢修队

伍”为主要特点，并严格规范抢修时

间和对抢修人员素质的培养，做好抢

修服务跟踪调查，通过走访用户，电

话咨询等方式对抢修及时率、抢修质

量及优质服务等反馈情况进行收集，

实行抢修服务闭环管理。

这些年来，龙岩电业局在创新工

作中孜孜不倦。据该局局长王智敏介

绍，近年来，由员工创新研发的“绝缘

旋转平台的研究和应用”、“阶梯式台

区中后端电压优化装置的研究与应

用”、“配网主站巡视日志系统的研

发”等一批科研项目分获省市公司奖

项。

“在创新的道路上，我们会一直

探索下去。”王智敏表示。

詹春艳 廖济华

日前，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召开

2012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发布会，向社会发
布《2012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这是该公司
第四份社会责任报告，也是在国家电网系统首

批发布的 2012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报告积极

回应社会期望和利益相关方诉求，系统披露了

公司年度履责实践、履责绩效和 2013年的履责
承诺。2012年，福建省电力公司作为福建首家推
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企业，在漳州电业局实

施全面社会责任管理试点。（陈芳 林丽萍）

日前，福州电业局春检工作正如火如荼地

开展，为确保福州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该局相

关部门结合春检工作实际，制定了“五防五入”

工作法落实“安全管理提升”，确保了春检工作

落在实处、取得实效。

工作开展以来，该局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以

“防人身事故，防误操作、防火、防污、防线路对

树木放电”为重点的“五防”工作，并在以往春

检基础上，提炼出安全管理“五入”(即：入口、
入心、入脑、入书、入亲情 )工作法，并着手将其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陈明 赵芳 陈芳）

近日，福建永春供电公司流动营业车开进永春姜莲村，向

村民们宣传“节能减排”等用电常识，大力倡导村民“以电代

柴”、“以电代煤”等新举措。

为加快推进农网升级改造，永春供电公司加大投入 20多万
元，在该村新增 2台变压器，确保家家户户都能用上放心电。同
时，该公司还多次派出党员服务队为姜莲村进行低压线路改造，

规划线路走向，消除电线乱缠的情况。自从“以电代柴”大力推广

后，该公司还积极组织电力义工上门，配合姜莲村干部多次带领

村民进行植树造林，并在村民家中的屋前屋后种上绿树红花，致

力于将姜莲村打造成为“环境优美、生活甜美、社会谐美”的“三

美”乡村，让“美丽乡村”更加秀美。 （刘文宏高建生陈芳）

近日，福建省安溪供电公司总经理吴进辉亲自带领公司

相关人员主动前往三安钢铁等公司，了解该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宣传用电政策，为企业义务检查设备，征询供电服务需求，

进一步做好优质服务。

去年以来，安溪供电公司开展“两保三进”活动，主动深

入企业，精心落实用电政策，加快业务办理速度，全年累计帮

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180万元。此外还组织开展大客户电工
安全技能培训，提高客户电工实际电气操作水平和安全意

识。该公司还对安溪县 175个重点项目实行公司领导“全程
式”服务挂钩制，高效做好三元集发、金安高速等重点项目供

电服务工作，随时随地为企业排忧解难，做好地方经济发展

的“电保姆”。 （黄仙玲 高建生 陈芳）

近日国家电网惠安供电公司建立了“中心

供电所深度对标系统”，该系统实施以来，在各

个中心供电所之间营造了争先进位的良好工

作氛围。

据了解，惠安供电公司自 1月中旬部署供
电所基础管理提升专项行动以来，安全、生产等

七个专业小组立即行动起来，踏实按照基础提

升实施方案，全面梳理中心供电所各项管理标

准和业务流程，分析排查各个管理环节的薄弱

点，并在各专业组专业指导和现场督导的基础

上，建立了中心供电所深度对标系统。“在中心

供电所开展基础提升工作对标，干部职工牢固

树立了争先创优意识，主动想事、谋事、干事，中

心供电所从‘要我提升基础’转变为‘我要提升

基础’，大大催发了工作的加速度。”该公司总经

理洪华伟如是说。 （吴伟蓉 黄伟超 陈芳）

福建电力：发布 2012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

福州电业局：“五防五入”让春检更扎实

永春供电：助“美丽乡村”焕发新活力

安溪供电：倾情服务助企业发展

惠安供电：深度对标提升基础管理

走进国家电网 泉州电业局:

龙岩电业局党委创新以会代培管理模式。图为该局各支部书记到现场观摩

龙岩电业局全国首创“视觉盲点状态下”带电作业新方法。图为工作人员在现场施工

铁塔施工程志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