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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领航争作为 提档升级助发展
——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全力服务社会民生发展侧记
尤泽池

提档升级
优质服务助发展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贵
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派出精干力
量，冒着严寒、不辞劳苦，加班加点、
日夜奋战，确保了三安项目两台施工
用电变压器春节前通电，有力地保障
了项目建设、助力园区发展。”2 月 26
日，南安高新科技产业园区项目建设
指挥部向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发来
一封表扬信，对该公司主动作为、靠
前服务、聚力攻坚的服务成效给予高
度肯定。
这仅仅是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
全力服务南安社会民生发展的缩
影。该公司主动对接南安市委、市政
府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
态美的现代化新南安”规划，主动融
入地方发展大局，找准服务地方社会
民生发展的方位坐标，践行人民电业
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以党旗为引领、
以客户为中心，用一流的服务不断满
足社会民生发展新需求，为实现南安
“重振雄风、跨越腾飞”提供充足可靠
的电能供应。

旗帜领航 聚力攻坚争作为

为满足首批入驻、总投资 333 亿元的三
安高端半导体项目开工建设的供电需求，国
网南安市供电公司群策群力、内通外联、协同
协作，以“海丝之光”共产党员服务队为服务
载体，通过带电作业方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项目施工电源接入，切实为项目建设保驾护
航。
“感谢你们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帮我们
恢复供电，保障工厂能够及时开工，让我们好
安排、好生产，街坊邻居还不用停电，这服务
真是太贴心了！”2 月 26 日，南安市溪美街道
镇山村强盛铸造厂老板紧紧握住前来进行送

电操作的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海丝之光”共
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的手，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春节刚过，企业陆续复工生产，强盛铸造
厂因转型升级新增加配电室急需新立 1 根电
杆、增加 1 台真空断路器以接入 10 千伏电源，
但该村落正在庆祝民俗活动“佛诞日”，无法
进行计划停电作业。该公司急客户之所急、
开辟绿色通道，组织“海丝之光”共产党员服
务队、带电作业青年突击队采用带电立杆接
入电源的方式，经过 6 个多小时的协同作业、
集中攻坚，顺利完成企业通电复工，同时保障
民俗活动正常开展，在服务民生发展中凸显

夯基强网 保障民生添动力

“现在供电质量好，空调、电磁炉这些电
器已不再是摆设，电灯都更亮了，这得感谢
诗山中心供电所为我们实施的电网改造工
程。”1 月 5 日上午，南安市码头镇码头村委
会，带着一面绣有“光明使者、心系民众”的
锦旗，专程上门致谢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诗
山中心供电所积极配合码头村实施的整镇
整村电网改造工程。
码头村位于南安市码头镇区中心，原有
线路难以满足周边群众高速增长的生产生
活用电需求，而配网线路的布点建设和与群
众的沟通协商又成为加大区域配网建设、提
升供电能力的一大难题。该公司诗山所加
强属地沟通交流，依托镇村两委提出整镇整
村进行电网改造规划，由镇村两委负责人带
领供电所人员上门与群众进行沟通，落实线
路走向、台区位置；由供电所制定最优改造
方案、施工计划，集中精干施工力量短时间

先锋作用。
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以“海丝之光”共产
党员服务队建设为载体，以实施“党旗引领”
项目攻关工程为引领，把经验丰富、有一技之
长的业务骨干纳入团队，让党员骨干和业务
骨干在相互帮带中施展才华；主动对接政府
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建设，以“亮岗履职”激励
党员表率示范，实施网格化管理，提升党员服
务队服务品质，全年累计完成 29 项“党旗引
领”攻关工程项目，激发党员队伍“争作为”、
推动服务工作“新提升”，为公司服务社会民
生发展积聚强大合力。

2 月 1 日下午，国网南安市供电
公司
“海丝之光”
共产党员服务队走
访供电辖区内重要客户——泉金客
运码头，主动为闽南沿海距离金门
最近的海上“黄金水头”检查线路、
排除隐患，
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增强
客户安全用电意识，确保春节期间
对台客运
“黄金水道”
畅通无阻。
该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从
供电服务侧为客户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解决生产用电实际问题，以
“省”为己任，通过发送提醒短信及
电话告知等方式，主动及时向供电
辖区内的重要用电客户宣传政府电
力奖励红利政策；
以
“快”
作担当，
全
面实施业扩工程“带电接火”，切实
加 快 业 扩 工 程 投 产 送 电 速 度 ；以
“好”助发展，主动上门了解辖区内
用电客户服务需求，
量身定制
“个性
化”
服务方案。
2017 年以来，国网南安市供电
公司以履行央企社会责任为工作重
点，
致力优质供电服务提档升级，
成
立业扩联合服务中心，
构建
“手续最
简、
流程最优、
协同运作、
一口对外”
的业扩报装协同服务机制，2017 年
业扩全流程总时长比降 15%，低压
居民新装平均时长 2.65 个自然日；
主动对接南安市委、市政府光伏扶
贫 并 网 行 动 ，全 年 并 网 接 电 项 目
262 个、容量 115.2 万千瓦；积极配
合政府推进环境保护督察、美丽乡
村建设和村级道路扩宽，
主动
“改道
让路”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完成 18
个安置房配电工程建设；主动走访
有意向进行节能改造的机械、
石材、
陶瓷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做”
适用的节能方案，全年完成电能替
代 1.81 亿千瓦时，以优质服务为南
安社会民生发展保驾护航。

晋江供电公司：
“地毯式”排查解决电网安全隐患
攻坚作业，确保老旧线路、台区一次性改造
到位，彻底解决以往配网改造“遍地开花”的
做法，使区域配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得到全面
升级。
2017 年以来，国网南安市供电公司以试
点建设全省配电自动化示范县为契机，持续
加大电网建设改造力度，完成主网建设投资
2963 万元，建成 2 个 110 千伏、1 个 35 千伏输
变电工程；完成配网建设投资 25258 万元，圆
满完成涉及 110 个村的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两年攻坚战”项目 272 个；逐条馈线推进配
电自动化“三遥”建设，累计投入 2574 万元、
新建改造 45 回 10 千伏配电线路，169 回线路
实现配电自动化功能，减少停电用户数约
18.6 万；以配网标准化达标创优精品工程建
设为抓手，有效提升配网工程建设质量，配
网工程优质率提升至 98.5%，不断建强县域
供电网络，为社会民生发展增添供电动力。

黄玉娥 陈锦铭

近日，随着晋江新塘街道上郭社
区新增的一台 400 千伏安变压器的成
功送电，该社区将彻底告别低电压问
题，这也是晋江供电公司优质服务提
升供电可靠性的一个工作场景。
近年来，
上郭社区用电量不断负荷
增加，
为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压质量，
让当地用户不再有“低电压”和“卡脖
子”烦恼，
晋江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加班
加点为该社区新安装了一台变压器。
据悉，从 1 月中旬开始，晋江供电
公司就组织 14 个供电所对辖区内的
公用变（输向普通居民的变电站）进行
“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可能超载的

配变进行逐台分析，分析重载负荷原
因，
“ 对症下药”解决电网安全隐患。
同时，该公司还在集市等人流量大的
区域进行安全用电宣传，针对春节返
乡人员较为集中用电村和特殊用电客
户采取了入户宣传，
双管齐下，
确保用
户用电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