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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大客户管理，提升大客户服务

水平，日前，龙岩供电公司首推大客户工

程用电需求“一站式管家服务”举措，进一

步完善该公司营销服务管理体系，提速大

客户业扩工程速度。据悉，“一站式管家式

服务”指定专人客户经理提前介入指导客

户及时办理相关用电申请事宜，以达到缩

短重点项目工程时限，提升流程速度，保

障大客户业扩工程项目尽早竣工送电。

（詹春艳 黄家兴 陈芳）

李晓红 潘明

10月 16日上午，在福建省莆田
市涵江区，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共产党

员服务队 20 多名成员正全力推进湄
重高速公路涵江段 10千伏庄边县线
路施工，现场一片繁忙，与飘扬在现

场的国家电网党员服务队队旗形成

了一道靓丽风景。

今年以来，全国文明单位———国

网莆田供电公司紧紧围绕“跨越发

展、宜居港城”发展目标，超前建设促

发展，用心服务为民生。截至 2013年
10月 10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3089
天；至 9月底累计售电量 48.666亿千
瓦时，比增 9.78%。自 2005年以来连
续保持“人民满意单位”称号。

“电力部门主动履责，为全市经

济发展提供了优质电力保障和服

务。”日前，莆田市委书记梁建勇对该

公司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结合二十四节气
强化安全管控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将二十四节

气特征与变电运维日常工作重点紧

密结合，把气候特征、物候现象、专业

特点等结合到变电运维工作实际中，

按季度、月度分解目标、制定节点，使

重点工作突出、工作内容清晰，并遵

循规律，把握时机，确保全年重点工

作任务如期开展和有效落实。

深入开展“安全年”活动，探索管

理新模式，不断优化工作机制，提升

安全生产管理的穿透力，提高防范各

类事故风险的能力，提升整体工作效

率和精益化管理水平，大力营造“重

关爱、重执行”的安全文化；成立应急

救援基干分队，组织应急演练，健全

应急救援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客户侧

安全管理。推行输配电差异化巡视定

额管理，确保维护到位率达 100%；加
强停电全过程管理，1—9月份开展带
电作业 453 次，减少停电时户数
19300时 *户。有力地保障了企业长
治久安，为莆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

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攻坚克难
建设坚强电网

9月 30日凌晨 4点，经过莆田供
电公司各相关部门 4 个月的奋战，
110千伏黄石变三期扩建工程顺利送
电，比国网里程碑竣工时间节点提前

三个月完成，该工程的启动为黄石工

业园区的发展用电需求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超前规划建

设电网，今年共计投资 66212万元，
截至 9月份，该局已完成投资 49671
万元，按照序时进度顺利推进。特别

是始终致力于主动对接重点项目和

新增长区域发展，加强重点项目配套

电网，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电网建

设，满足新增负荷用电需求；加快试

点小城镇电网建设，全力确保项目早

落地、早投运。

计划投资 1.96亿元加快配电设
备建设和改造，新增或改造配电变压

器 335台，截至 9月 30日项目竣工率
达 84%；加快推进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目前完成投资 11556 万元，完成
率达 80.7%。针对湄洲岛、南日岛配电
网基础薄弱问题，加大投资力度，改

善电网结构，为海岛群众生产生活用

电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近年来，村民家中的电器越来

越多，红木家具加工企业也达到百余

家，用电量猛增。正是农网改造为我

村的特色产业发展助了力啊！”仙游

度尾潭边村支部书记吴振义说。

服务“接地气”
赢得客户赞赏

“供电公司人员真的很辛苦，服

务很到位，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9
月 12日，在福人木业公司新建配电
室，莆田供电公司施工人员忙着制作

电缆头等，一旁了解施工进展情况的

客户不禁表示赞叹。

把客户的事情当成自家的事情

来做，该公司今年全面开展用电满意

提升工程。不断简化办事程序，提高

工作效率，片区供电服务经理开展差

异化、个性化服务；目前莆田供电区

客户缴费方式达 15种，建成城市中
心区“10分钟”缴费圈。全面开展低电
压整治，改造增设配变台区；全力推

进民生工程，供电服务承诺兑现率

100%。
“项目落得下，用电跟得上。”该

公司紧盯项目配套建设，建立市政府

重点项目信息库，客户经理“全程式”

服务，靠前服务 LNG、赛得利福建纤
维、鞍钢冷轧钢板等重点项目落户莆

田。该公司领导刘升、周永忠等主动

拜会各县区领导，共谋发展大计；走

访大客户，了解用电项目建设进展，

征求意见和建议，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

为省重点项目海峡纺织科技公

司优化供电方案，仅此项每年可为该

公司节省资金 346多万元。该公司总
经理助理李明称赞:“供电公司的办事
效率高，用心，我们觉得来莆田投资，

真是找对地方！”

“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

意；没有最满意，只有更满意。我们

将持续以提高服务质量作为管理的

核心和重点，倾听用电诉求，及时解

决用电问题，确保客户快用电、用好

电，全力为地方经济发展营造良好

用电环境。”莆田供电公司总经理刘

升说。

先锋引领汇聚正能量

“有了党员的带动和引领，班组

员工工作热情得到有效激发。就是在

这国庆过节时，最有可能发生电力故

障，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刻，个人的小

得失能换来千家万户的光明，值得！”

翁永忠说。

“林富铭抢修班”是福建电力系

统以劳模名字命名的班组，经受住了

无数次重大抢修任务的考验。现任该

班班长翁永忠，带领班组员工奔走城

乡之间，为莆田辖区群众提供周到的

供电服务。

而在莆田沿海南日岛，该镇供电

所承担着全岛 4万多居民和 50 多家
鲍鱼企业的供电。自去年 3月，供电
体制改革完成后，该所党支部书记兼

副所长林高思带领 18位党员组成的
服务队四处奔波，开展用电服务，全

程配合推进海岛电网改造，感动了岛

上每个角落。

今年十月，台风“菲特”肆虐，莆

田供电公司抢修队驰援福鼎抗台抢

修，在党员的带领下，拧成一股绳，攻

克一个个难关，打响了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电网抢修攻坚战，安全、快速地

完成了抢修任务，为灾区群众送光

明。

无论是在日常生产经营工作中，

还是在急难险重保电任务中，莆田供

电公司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们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

体员工，齐心协力，有力促进了企业

发展。

莆田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周永忠

说，发挥好党员的作用，对于企业的

安全生产和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

服务至关重要。我们通过服务队竞赛

活动的开展，推动用电满意工程的提

升。服务队亮旗表率，用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汇聚正能量，增强队伍凝聚

力，形成发挥党员岗位先进性的长效

机制。

【走进国家电网】

电网先行 激活港城发展动力

莆田，福建沿海一座充满魅力的港口城市。当你在尽情享受美好生活带来的

愉悦与放松，感受万家灯火中的亲情和快乐时，你是否意识到作为城市生活必不

可少的元素———电力正以一种崭新的格局支撑并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将这座

滨海城市衬托得更加绚丽多姿。

2013年 9月，国网南平电力公司浦城县供电公司农电工姚
孔德，在“中国文明办”举办的 8月份“中国好人榜”正式当选。
“我能有今天，很感谢党对我多年的教育，特别是国网南平

供电公司领导对我的关心指导。”老党员姚孔德朴实地说，“我

想，像我这样的好人好事在国家电网还有很多。”

8月 16日，一位村民来到九牧供电所，看到姚孔德为一个
名叫张朝满的户主预存了 50元电费，便随口问了一句：“张朝满
是你什么人啊？”“亲戚。”姚孔德轻描淡写地说。

姚孔德所说的“亲戚”，其实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他 23
年来垫交电费的 37位困难老人中的一人。

姚孔德为困难老人交电费，始于 1991年 1月 20日。那天，
姚孔德来到九牧村龙后自然村收电费。走进一家破败的农房，

姚孔德拿出一元零五分的电费收据，70岁老人周平积和老伴面
露难色。看着两位老人无助的目光，姚孔德当即做了决定，说：

“没事的，这些电费我帮你们交了吧！”

一个月后，姚孔德再次来到周平积家抄表收费。这个月，周

家用了两度电，共七角钱。看着发票，周平积不好意思地嗫嚅道：

“实在没钱，可以让我欠一段时间吗？”姚孔德收起电费发票，安

慰道：“还是我帮你交吧。”老人过意不去，从抽屉里摸出 10个鸡
蛋，递给姚孔德说：“你是好人，这几个鸡蛋请收下吧。”“不行不

行，绝对不行。” 姚孔德慌忙推辞道，“你们身体不好，还是自个

留着补补身子吧。”

此后，只要遇到交不起电费的老人，姚孔德都会主动垫交，

并经常买些水果、补品去看望老人，嘘寒问暖。受到帮助的老人

们都把姚孔德看做自己的亲人，对他交口称赞。

姚孔德垫交电费时间最长的老人，是中垅村湖山自然村的

朱善标。2001年 9月，姚孔德了解到湖山村 73岁的五保户朱善
标长期患病，已欠交电费三个月时，便毫不犹豫地掏钱交清了老

人的电费。从那以后，他每月按时为老人交电费，一直到 2006年
1月朱善标去世为止。5年多来，姚孔德为朱善标交电费的发票
己存了一小叠。在老人出殡的当天，他悄悄地把发票全部烧毁。

其实，姚孔德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妻子没工作。2010年 9
月，妻子生病住院，他花费了一大笔钱。妻子出院的第一天，囊中

羞涩的他想到还有两位老人的电费没交，便偷偷向同事借钱，补

交了电费。

张朝满今年只有 60来岁，记者问：“你准备为张朝满交电
费交到什么时候？”姚孔德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准备为他交一辈

子电费！”

特写

小善举托起人间大爱
———国网浦城供电公司农电工

姚孔德入选“中国好人榜”

陈芳 吕晓艺

为了把有限的资金使用好，避免不必

要的投入，将资源有效地投入低电压整改

工作中，惠安县供电公司细化工作，成立

由配电、营销、供电所等部门骨干组成的

专业小组，深入低电压严重的配电台区，

扎实做好现场勘察、方案制定等工作，确

保用合理的资金科学解决低电压，把好钢

用在刀刃上。

自 8 月以来，惠安县供电公司已完
成 20 个台区的整治方案设计，并按计划
逐步实施，通过科学统筹的规划，有效解

决低电压难题，为用户提供优质可靠的

电力服务。

（张萍 黄伟超 高建生）

“截至目前，供电所原有的

记录、报表、档案、文件等资料，

由原来的 446 种通过‘瘦身’减
少到 235 种，统一规范了各类专
业管理记录，部分常用的记录、

报表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保存，避

免了重复，实实在在为我们一线

员工减负了。”漳湾供电所所长

黄延键如是说。自 9 月份，福建
省电力公司张磊总经理致一线

班组长陈国信同志一封信以来，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以此为契机，

开展供电所减负试点工作，取得

了实效。

为了提高班组工作效率，实

现班组的科学管理，从根本上解

决班组负担过重的问题，自 9月
份以来，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将漳

湾供电所作为班组减负工作试

点。该公司从实际工作出发，对漳

湾供电所工作标准、流程、岗位职

责等进行规范梳理，“消肿”班组

业务量；同时，还建设应用了“班

组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该系统

集班组资料管理、班组建设、班组

考评、班组对标等功能于一体，信

息化管理化繁为简，整合资源，极

大提升了基层班组的工作效率和

业务水平。

（雷美容 高建生）

宁德供电公司：做减法“瘦身”为班组减负

惠安县供电公司:科学解决低电压难题

龙岩供电公司：力保大客户工程用电需求

荨莆田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抗击“菲特”台风

姚孔德看望徐玉娥老人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汇聚正能量促发展

▲莆田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加紧变电站检修

茛莆田供电公司进社区服务

（上接G01版）

宁夏石油总经理王志坤告诉记者，中国石化在全国拥有3万
余座加油站，其中有易捷便利的达到2万余座，如果将宁夏枸杞
放到易捷便利店销售，利用现成庞大的零售网络，很快就能把宁

夏枸杞销往全国各地。这样既能帮助当地农民解决枸杞“销售

难”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也能够壮大宁夏石油的非油品业务。

2010年4月份，宁夏石油与中宁县政府合资成立易捷石化
合资公司，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引进协作单位建设种植加工

基地，并通过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形成“种、加、销”一体化模式。同时，宁夏石油紧紧依托中国石

化销售系统内成熟的销售网络，积极开发全国市场，建立了易

捷便利店、专卖店、网络、特通、国贸等五大销售渠道。

据记者了解，宁夏石油目前共开发了枸杞干果、枸杞养生

酒、枸杞饮料、枸杞籽油四大系列32款产品，并在国家工商总
局注册了“国杞天香”商标，产品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消

费者的信赖。“国杞天香”系列产品作为全国主推的重点商品，

在全国1万多座易捷便利店进行铺货销售。预计2013年全年，
“国杞天香”枸杞产品销售额将超过2亿元，利润近1000万元。

宁夏石油不仅促进了宁夏枸杞的产业升级，同时也在带

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及农民增收。同心县下马关镇既是少数民

族革命老区，也是贫困移民区，群众生活较为困难。宁夏石油

的5万亩枸杞种植基地项目区涉及了当地800户农户，吸纳超
过5万人从事枸杞农事作业、采摘、生产、加工等工作，劳务用
工费用达到1亿元。

这种既符合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又

符合央企转变发展方式的措施，是企地合作共赢一个重要切

入点。2013年7月24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到宁
夏石油调研时，对宁夏石油开发销售枸杞产品的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认为是在“解决人民亟待期盼的问题”，要求将“国杞

天香”品牌全新策划，纳入集团公司的平台上全新打造。

如今，宁夏枸杞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杞天香”枸

杞产品正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外消费者的目光。小小枸杞闪耀

着中国石化产业扶贫的红心，他们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企地

合作正在结出更加丰硕成果，惠及更多的百姓。

中国石化：“国杞天香”
产业扶贫反哺地方农业

莆田市市长翁玉耀(左二)到莆田供电公司指导防汛抗台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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