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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央企

李奕民

中国电信力托福建“智慧”梦
6月 18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

中心，中国电信福建公司举行智慧城

市战略合作签约暨云平台发布会。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分别与福建

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福建省企业与企

业家联合会、亿赞普科技集团公司、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福建

华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福建东南助

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等政府部门和

合作单位，成功签订了福建企业全球

智慧贸易平台、东南汽车车联网、企

业服务一点通平台、福建企业网上大

学平台、企业服务一点通平台合作运

营等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中国电信

福建公司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联

合建设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宣布正式

启用，并发布智慧城市云平台。

通过这些合作和云平台的发布，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正加快聚合社会

力量，共同建设智慧城市，托举起福

建的“智慧”梦。

智慧贸易平台：
助力企业货通全球

由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

电信福建公司、亿赞普科技集团三方

合作共同打造的福建企业全球智慧

贸易平台，助力福建中小企业以低成

本、低现金流、高效便捷的方式，在全

球范围内找到客户，实现货通全球。

福建企业全球智慧贸易平台基

于大数据技术，通过对供需信息进行

分析与处理，为全球采购商及客户推

荐与其需求相匹配的优质产品，实现

全球贸易匹配，打造一个集企业及货

品展示、货品交易、进出口清关、货品

物流、支付结汇及综合金融服务等端

到端服务的线上商品交易平台。

福建省作为中小企业高度活跃

的经济大省，有超过百万家中小企

业。福建企业全球智慧贸易平台的建

设，有助于福建的中小企业突破地域

和信息的局限，实现与全球市场的对

接和持续发展。

根据协议，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将

为福建企业全球智慧贸易平台的架

构设计、业务承载等方面提供云计算

技术支撑，并积极推动企业运用该平

台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实现全球贸易。

同时，在平台运营方面，协助政府为

福建企业智慧贸易平台提供全方位、

个性化的服务体系，保障企业客户在

平台使用过程中得到快速服务。

东南汽车车联网：
推动汽车产业升级

共建车联网生态链，打造极致体验

3G汽车。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与中国电信福建公司签订车联网战略

合作协议，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强

大稳定的云平台，推进车辆信息化服务

（TSP）项目。该项目通过无线通信、GPS
全球定位系统、GIS数字地理信息、车辆

信息等技术的结合，整合动态交通信息、

音乐、视讯、资讯等内容，面向车主提供

一键导航及在线的 3G专属服务，为车
主提供全新的 3G互联汽车乘驾体验。

车联网是物联网的其中一部分，指

通过 3G移动互联网，进行汽车的信息
收集与共享，通过信息的处理，实现车

与路、车与车主、车主与车主、车主与第

三方服务商的沟通，让汽车更加智能。

车联网让车主置身 3G互联汽车
之中，可以通过语音、图片、导航等信

息的互通，实现人车互动，真正畅享

一键导航、即时新闻和车友社交等服

务，彻底告别枯燥乏味的驾驶体验，

让乘驾变得更加安全、舒适、更具有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尚科技感。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此次与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强强联合

打造车联网，将推动福建汽车制造业

和信息服务业的产业升级。

多平台信息化：
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企业服务一点通平台”是福建

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中国电信福

建公司专为企业打造的一站式综合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通过整

合政府、社团组织和服务供应商的

资源与能力，采用了在线、语音、邮

件、移动互联网等手段，辅以专业化

的运营团队，为企业提供政策法规、

金融、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信息化

等发展资源支持，助力企业快速提

升内外综合运营管理能力，实现持

续、快速发展。

“福建企业网上大学平台”是福

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中国电信

福建公司、福建华博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合作建设的企业能力建设与提升

公共服务云平台，该平台以“面向企

业、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为宗旨，通

过提供基于云计算架构下的软件服

务应用，为企业所开展的继续教育、

职业认证培训、学历教育、企业内训

提供含软硬件、带宽等一体化的“云

计算”应用平台租赁与“一站式”在线

培训全业务流程服务，助力福建企业

与企业家、企业员工的职业素养、职

业能力的建设与提升。

“企业服务一点通平台合作运

营”是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福建东南助力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合作，为企业与企业

家提供专业的外包服务。包括为企业

提供科技成果转化、人力资源、对外

经贸合作、法律维权、金融服务、市场

营销和企业文化建设服务、企业 IT
服务外包以及企业信息化建设服务。

三方竭诚合作为更多的企业提供专

业的外包服务、解放企业的劳动力、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云业务开放平台：
加快智慧城市发展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与阿里云计

算有限公司共建的仓山科技园云计

算数据中心正式启用及云业务开放

平台发布，为智慧城市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

仓山科技园云计算数据中心

2012年 12月启动建设，2013年 6月
竣工。该数据中心以福州仓山科技

园五星级 IDC 机房为核心，通过超
高速宽带网络，连接福州、莆田、泉

州、厦门等地电信 IDC，在福建全省
形成了大规模面向社会的云服务、

云应用布局能力。云计算数据中心

可提供云服务器租赁、云虚拟空间、

云应用、云备份等服务。政府、企业

及教育等部门可依托云计算数据中

心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先进的基础设

施，构建自己的信息系统，避免信息

化建设重复投入，降低建设周期和

后续维护成本。

同时，在云数据中心的基础上，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和阿里云计算有

限公司构建了开放的云计算能力平

台。开放平台将云数据中心资源池中

的 CPU、内存、硬盘空间等计算资源，
以开放接口方式提供给合作伙伴。合

作伙伴只要具有一定的开发能力，就

可通过调用云服务管理接口，跨越技

术门槛，直接拥有先进的云计算平

台，实现对云服务器的创建、启动、停

止、取消、变更和监控等管理功能。云

开放平台的推出，将形成电信运营

商、各类 IT企业、个人开发者共同参
与的开放式智慧城市建设生态系统，

为一个开放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创造基础。

根据预测，今夏南平市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 163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为保
障好夏季高峰用电需求，南平电业局提早谋划、超前部署，加强电网主设备消缺力

度，及时开展电网设备迎峰度夏前带电检测及状态评价分析工作，加大电网设备改

造投资，全面落实迎峰度夏 52项技术措施项目，重点解决主网局部“卡脖子”、设备
安全隐患和配网供电能力不足等问题，确保今夏全市用电稳定可靠，确保“不拉闸、

不限电”。今年，南平全市电网建设计划投资 10.4122亿元，至目前，共新建 110千伏
及以上变电站 3座，新增变电容量 12.15万千伏安。同时，该局还通过优化电网运行
及检修方式，重点解决 1座 35千伏变电站重载问题；连续开展了 3次联合反事故演
习，有效提升突发事故应急能力；共治理配电网缺陷 1259项，治理隐患 265项，完成
21条 220千伏线路的带电检测工作，确保设备安全健康运行。 （陈芳 吕晓艺）

日前，福清 110kV 宏路变 10kV 林宏线 608线路与 110kV 珠山变 10kV 洋
浦 I路 616绺路这两条来自不同变电站间的 10kV线路首次完成不停电合解环
转电，标志着福清城区首次实施的 10kV合解环转电操作圆满成功。今年以来，
福清供电公司共实施带电作业 150多次，减少停电 11921时户，多供电量 59.53
万千瓦时，保障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安全可靠用电。 （陈君坦 高建生）

据悉，今年 6月至 7月，福州电业局共安排推进 20余项变电站技改项目，
包括对 18条 220kV条重载线路实施技术改造，31座变电站进行增容、改造，尽
量满足用电快速增长的需求，进一步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为榕城电网顺利迎

峰度夏夯实基础。 （王山林 高建生）

近日获悉，永泰公司营业核查补档工作完成 92174户，占总户数的 80.98%。
永泰供电公司于 3月份全面启动核查补档工作。该公司在 9个乡镇供电所全面
开展为期三个月营业核查补档工作劳动竞赛。 （高建生 陈芳 赵芳）

日前，南安市各级“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代表一行走进国家电网，现场观

摩南安电力公司营业窗口“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成效，感受青年集体在国家电

网优质服务工作中的强大支撑，畅谈青春建功中国梦。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国

家电网”知名度、认知度和美誉度。 （尤泽池 高建生）

入夏以来，在长乐地区随处可见电力施工的忙碌景象。据了解，2013年，长
乐地区配电网计划投资 1.18亿元，涉及改造配变 116台、容量 36兆伏安，低压
线路及接户线 131千米，10千伏线路 82千米。针对性改造线路，提升线路的供
电能力，提高供电可靠性。 （冯林 高建生）

长乐供电：加强配网改造提高供电质量南安各级“青年文明号”走进国家电网

永泰供电：营业核查补档工作初见成效
今年 6月份福州电业局物资需求计划执行准确率提升至 98.88%、物资配送准确

率达 96.53%。在 6月份公布的 2013年同业对标体系排名中，该局的物资需求计划
执行准确率有了显著提升，市县两级业务帮扶成效明显。 （孟冬昵高建生陈芳）

福州电业局：物资管控提高计划执行准确率

榕城电网 20余项变电站技改项目推进

福清首次实施配网不停电合解环转电 南平电业局：全面落实迎峰度夏准备

“您的 地 址是 丰 泽 区 淮 口 花 苑 13裕 原2302，户 号：
7512054864，户名：魏伊伊，本月电费是 156.67元，请您核对。”7
月 3日，片区客户经理小蔡带着 POS上门帮魏女士收取电费。
“以前都要到银行去排队，每次都要等上老半天，现在家

门口就能交上电费，真是太方便了！”魏女士边交电费边说

道。

小型“移动营业厅”进入社区

为进一步提升供电服务水平，国家电网泉州电业局将抄

表员升级为片区服务经理，每月定期到社区接待大厅受理小

区居民的用电业务，为社区居民开展用电咨询服务、收缴电

费、用电申请指导、登记电费通知短信，将小型的“移动营业

厅”搬进社区，方便居民缴费、咨询、办理业务。国家电网泉州

电业局还结合社区开展的社区养老活动，针对性地为空巢老

人提供上门收取电费、义务换灯等特殊的用电服务，履行央企

社会责任。

“我们家阳台的灯有时候一闪一闪的，能帮忙处理一下

吗？”86岁高龄的黄玉荫老人拉着片区经理柳丝丝的手，希望
能得到帮助。

和小柳一起上门服务的小陈看了一下黄阿婆家的开关，

这是一个 80年代常见的拉线开关，现在基本上淘汰了，但小
陈还是二话不说，随即搬来梯子，一查看原来是使用时间久

了，开关槽里积了许多污垢。小陈清理后，黄阿婆家的灯线可

以灵活使用了，灯也不会再一闪一闪的了，黄阿婆感激得不断

的道谢。

“阿婆，别客气，如果您家里还有其他的用电问题或者您

不方便到社区交电费，都可以拨打我的电话，我们会上门帮您

查看和收取电费，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小柳耐心地向黄阿

婆介绍着片区服务经理的用电服务举措。

黄玉荫老人的老伴杨明哲老人也有 89岁高龄了，现在他
们老两口独自居住在刺桐新村 37幢 203室，像他们这样的空
巢老人在刺桐新村还有很多，“片区服务经理”制度真正将服

务落到点上，做到与客户的“零距离”接触，提升了服务品质和

客户满意度。

抄表服务转向多元化

国家电网泉州电业局还定期开展以“片区服务经理”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主动走进社区，向居民发放科学用电、安全用

电、营业业务、居民电价手册等宣传资料，积极宣传最新电价

政策，及时主动收集用电诉求和建议。同时还在全市大型的住

宅小区试点投放“片区服务经理宣传栏”，上边印有片区服务

经理的姓名、联系电话和服务范围，还印有《福建省电网销售

电价表》、《全省居民生活用电提价过渡电价价格表》、《日常用

电常识》，方便社区居民查询用电信息。

“这个宣传栏很方便，在上面就可以看到电价表，有用电

问题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找到片区服务经理，太好了。”家住

圣湖小区的陈大爷正在片区服务经理宣传栏旁比对阶梯电

价，计算着自家的电费，片区服务经理小张则在边上指着宣传

栏上的居民分档电价，为陈大爷演示阶梯电价的计算方法。

“抄表员在长期的工作中与居民有了一定的交情，由他们

来担任片区服务经理，相当于为社区居民和供电企业搭起了

相互沟通的桥梁。每位片区服务经理的联系电话都成了服务

热线，通过热线与片区内的用电户建立常态联系机制，突出了

服务的主动性、有效性、及时性。”分管该项业务的龚书记说

道。

推行从抄表员转型升级为片区客户经理，由单一的抄表

服务向多元化服务转变，片区服务经理除履行原有的抄表和

催收电费等职责外，还要承担起户表异常申报、箱户关系维

护、客户用电性质核查、维护片区服务网络、发放计划（临时）

停电信息通知、开展现场客户基础信息普查，完善并收集客户

基础信息，定期指导用户测试漏电保护开关是否正常运行，提

供量价费、营业业务、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等业务宣

传及咨询服务，提供客户现场服务、业务受理等服务，主动协

调处理客户用电矛盾，解决客户用电难题，实现“一对一”的精

准服务方式。

截至日前，国家电网泉州电业局以刺桐社区、云谷小区、

圣湖小区为试点，试行“片区服务经理”制度。下阶段，将继续

延伸到三远花园、东街开元社区、金山老干小区、丰泽小区、坪

山社区、东海浔浦社区等 60多个片区，涉及 43912户居民，全
面推行“网格化”片区管理，让广大居民用电享受“管家式”服

务。

张迎迎 陈健斌高建生阮丽双

泉州电业局：
打造片区经理“管家式”服务

走进国家电网

中国电信智慧企业项目介绍现场

中国电信智慧城市信息化应用项目展示中国电信智慧家居现场演示

向村民宣传用电政策和安全用电知识 李智超 /摄

mailto:shangxy61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