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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万州供电：扎根库区三十载 用心铸就电力梦

7月29日，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高
新供电中心本部党支部与沙坪坝区丰文街
道三河村党支部签订党支部结对共建协
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夯实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助力乡村振兴有机
结合起来，构建结对帮扶、双向交流、共同
提高的基层党建格局。

三河村是区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市区
供电公司高新供电中心与三河村实施党建
联建后，更好地聚焦优势资源，把党建工作
与乡村振兴、客户服务、电网发展深度融
合，推动党建工作水平整体提升。双方将

坚持“联络互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助力
振兴”的原则，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坚实
的组织保障。

“我们将结合供电企业与乡村工作的
特点，从服务村民、乡镇企业着手，开展系
列贴近乡村工作的联建活动，以实际行动
架起供电企业与村民的连心桥。”高新供电
中心党支部书记彭炼说。中心将在三河村
开展乡村振兴帮扶、安全用电示范建设等
一系列活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更好地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

今年，高新供电中心主动对接属地政
府（经信委）、三河村村委会，建立了三方
联动体系，由专属客户经理跟进乡村振兴
项目。用电服务专员杜伟是三河村的专
属客户经理。据他介绍，今年5月，中心
为重庆市远山有窑陶文化创意工作室和
重庆有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高效完成装
表接电，优质高效贴心的供电服务受到用
户好评。

下一步，市区供电公司高新供电中心
将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精细化做好乡村
产业用电服务工作；统筹优化配网结构，

提高三河村供电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推
进电能替代技术，推进节能设施设备投
运，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加快安装太阳
能路灯，满足乡村绿色出行需要；开展“供
电+能效服务”，为三河村产业量身定制
个性化用能解决方案，助力三河村能效水
平提升。

市区供电公司将依托党建联建平台，
传承红岩精神，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用心当
好“先行官”，用情搭建“连心桥”，全面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秦雪 陈德为

国网重庆市区供电：“村电联建”助力乡村振兴

30年来，在三峡库区火热的建设发展
中，一座座电站拔地而起，一座座铁塔巍然
屹立，一条条银线纵横交错，铸就今日渝东
北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长卷，溢满国家电
网人守护光明的殷殷情怀。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30年来，国网
万州供电公司坚守提供电能支撑、助力经
济发展、服务民生福祉的信念，与库区发展
同频共振。

1992年1月1日，国网万州供电公司
诞生于三峡工程启动建设之际，带着“电力
扶贫”的重大任务扎根库区。如今，已建成

以500千伏万县变电站为电源支撑，万州
220千伏“日”字型双环网、梁平220千伏
混合式环网为骨干的坚强电网。还大力开
展无人机巡检、带电作业等智能巡检业务，
有高科技的加持，库区电网安全有了更坚
实的保障。

15年前的梁平县福禄镇和平村3组，
村民陶于德家第一次亮起了电灯。

这是国网万州供电公司扎根库区后，
点亮的最后一户无电户家的电灯，也标志
着公司辖区内农村“户户通电”工程圆满竣
工。为了点亮这颗5瓦的灯泡，公司架设

了11根电杆，将电送上了山顶。
同一时间段，和陶于德一样告别黑暗，

迎来光明的群众有1093户。而正是得益
于国网万州供电公司积极落实“新农村、新
电力、新服务”农电发展战略，启动“户户通
电”工程，作为最后一批无电户的他们，从
此走进了光明生活。

万州供电公司还先后升级改造了高
峰、分水、孙家等供区电网，确保了线路的
安全稳定运行和对客户的可靠供电。

在万州供电公司，有一支由优秀党员、
团员青年组成的队伍——国家电网红岩共

产党员服务队。万州区和梁平区的多个重
大活动、节日保电、电力抢险等，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他们快速、高效、严谨的作
风，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得到了
库区群众的认可。

万州供电公司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支持万
州及渝东北地区探索三峡绿色发展的新模
式，如今走出整体保护与局部开发平衡互
促新路径，以清洁能高效的现代智慧能源
体系赋能三峡库区。

王倩

国网长寿供电：火速增容解企业燃眉之急

7月20日，我国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位于重庆水土国际数据港的
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项目顺利通
电。

在前期建设过程中，国网北碚供电公
司基于数字化手段，分别形成查勘、施工、
验收环节数字化闭环管控，全面助力腾讯
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项目顺利通电。

曾经，在进行变电站建设的前期规划
设计时，需要人工进行地形勘测，这时候往
往需要工作人员手持仪器走过复杂的崎岖
地面获取详细的地形数据。仅仅依靠人工
进行变电站设计的前期勘测准备工作，已

无法满足电力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
2021年，国网北碚供电公司发展部、

运检部等多个部门配合输电智能运维班利
用无人机为变电站的规划设计做好前期支
撑准备工作。输电智能运维班工作人员熟
练地操作无人机低空飞行，直接获取高清
影像数据生成三维点云模型，了解确定现
场地形数据和周围输电线路的走向，确定
电源点，辅助设计院合理规划变电站设计。

2月24日，国网北碚供电公司变电运
检中心二次班班员段章欣验收发现备自投
装置拒动，在施工现场立刻拍下问题缺陷
照片，直接通过流程事务管理平台发起事

项填写缺陷具体情况，事项自动流转到相
关建设单位，问题很快被解决。同时，事项
还发送给其他相关人员，大家对缺陷的详
情和处理情况都有了直观的了解；对于流
程经办人的记录，方便了以后问题处理的
复现；缺陷记录留痕，也便于管理人员随时
掌握变电站的建设情况。

国网北碚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
维班班长张蓝丹收到工作任务后，相关班
员根据收到的点表信息逐条录入数据，并
且对每个信号的类型等各种相关信息进行
填写和选择。因为是手工录入填写，第一
次录入的正确率往往无法达到100%，在

信号验收出现问题时，还需要进行后期的
核对与重新填写。

而现在，通过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中
RPA流程机器人和流程事务管理平台的
结合应用，一键点击便直接将监控信息点
表自动规范转化，批量完成信息数据录入
工作，减少了繁琐的人工操作，提高了信息
点表数据首次录入的正确率，提升了监控
信息验收效率。通过数字化手段的应用，
实现了变电站建设可见、可控，有效辅助腾
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项目顺利投
运，助力东数西算战略有效推进。

谭定琴 杨秋洁

国网北碚供电：加强数字化建设工作

“感谢你们贴心的供电服务，不仅为企
业用电解了燃眉之急，还挽回了50万元的
损失。”7月底，重庆长寿杰俊餐饮公司（渝
禾庄火锅店）总经理黄磊专程来到国网长
寿供电公司，给该公司大客户经理宋渝和
王灿等送来了感谢信和锦旗。

今年4月，长寿区渝禾庄火锅店为了
更好的发展，将店铺搬迁到了长寿古镇，并
将传统厨房改造为全电厨房，新建了冻库，
还添置了一批如洗碗机、传菜机等自动化
程度高的现代化厨具，在国网长寿公司以
小微企业报装容量160千瓦接入低压。

7月5日晚上，店里突然跳闸停电，渝
禾庄大堂经理谢利找到了国网长寿供电公
司城区中心运维人员罗晓东。到现场后，
罗晓东首先完成紧急故障处理，更换了新
的开关，并检测电力设备的负荷情况。同
时他发现，渝禾庄新址占地面积2039平方
米，日常负荷包括一台40千瓦的洗碗机，
两个天幕LED屏10千瓦，2台开水器24
千瓦，而夏季又加入了25台大功率空调，
总用电负荷已远超原先报装的160千瓦，
需紧急报装一台315千伏安的专用变压
器。

罗晓东立即与大客户经理宋渝联系，
宋渝和王灿立即赶往现场，并组织调度、运
检、城区中心等专业现场查勘，发现附近
10千伏桃鼎线鼎万北支线1号万寿北街环
网柜符合接入条件。常规情况下高压新装
的全流程需时60个工作日，但是考虑到客
户的实际情况，经各专业根据现场情况及
客户用电需求，一致同意采取先接入后改
造的方式进行报装。

增容改造期间，王灿与谢利联系，指导
其使用“网上国网”APP申请用电，提前告
知所需材料清单并上门指导提报。同时一

直与客户保持沟通使其随时了解流程进
度，切实做到让客户办电“一次都不跑”。
为保证店铺正常经营，罗晓东每天与谢利
沟通，密切监控店里的负荷并指导错峰用
电，将负荷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这15天再
未发生过跳闸事故。

7月20日，渝禾庄火锅店的电源点顺
利接入10千伏桃鼎线鼎万北支线1号万
寿北街环网柜。当晚，店里的天幕和广告
灯牌终于又能点亮了，火锅店里热闹非凡，
食客们在享受“舌尖上的美味”同时，又能
尽享空调带来的清凉。 况敏

国网南川供电：为保供电不惧“烤”验

8月1日，重庆永川区气象台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本周将维持晴热高温
天气，并预计下周气温将升至40℃以上。
当天，国网永川供电公司智能巡检班唐梦
蛟、梁锋头顶烈日，利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模
式对220千伏黄城南线全线开展红外测温
工作，监控设备运行状况，全面排查线路设
备安全隐患，为接下来的连晴高温天气安
全供电打下坚实基础。

到达工作地点，无人机飞手唐梦蛟、
梁锋两人迅速组装无人机，调试好飞行角

度和轨迹，伴随着无人机机翼的嗡嗡声，
测温工作正式开始。只见无人机穿梭在
杆塔的间隙里，不断调整角度和高度，对
准电线杆塔的电缆头和连接处拍摄多张
照片，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一基杆塔的
拍摄工作。

“无人机红外测温是通过专用的红外
测温镜头搭载可见光摄像头，可以多角度
近距离开展测温工作，相对于人工测温，具
有更全面、快速、精准的优势，缩短了工作
时长，对位于山区或者地理环境复杂的地

区，无人机测温能够有效解决地理环境带
来的不便，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飞
行间隙，唐梦蛟简单地介绍了无人机红外
测温的优势。

在太阳的炙烤下，豆大的汗水挂满了
工作人员的脸庞，顺着安全帽往下直淌，他
们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湿透。通过两人的
默契合作，当天顺利完成了25基杆塔的测
温工作。

入夏以来，国网永川供电公司细化“无
人机+人工”的协同巡检模式，全面推广无

人机在输、变、配电设备运维保障的应用，
加强输配电线路设备巡检，及时发现并消
除设备缺陷及隐患，保障线路安全稳定运
行。无人机智能巡检的推广应用，既有利
于减轻供电职工的工作强度，也提高了供
电线路及设备的巡检效率。

截至7月31日，国网永川供电公司已
完成10千伏及以上286条线路特殊巡视，
处理线路通道树竹障碍2229处，消除安全
隐患176处，为永川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打下了坚实基础。 朱芳

国网永川供电：无人机助力输电线路安全度夏

盛夏酷暑，国网重庆南川供电公司干
部员工坚守迎峰度夏保供一线。他们翻山
越岭穿过丛林，手举仪器为线路量体测温；
他们日夜值守，深夜巡线，保障电网安全可
靠运行；他们早出晚归，清理树障，确保电
网通道畅通……

“环境温度30度，空气湿度61%，A相
38.7度……”7月18日，该公司输变电运检
党支部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特巡输电线
路，在35kV东肖线27号杆，冯程报告着
红外测温数据。

当天，气温达到39度。党员服务队穿
过灌木荆棘，来到220千伏川宏北线041

号塔基，他们详细检查塔基底座，观察线路
运行，以及塔基周边植被覆盖情况，作好记
录后，随即转战35千伏东肖线27号杆，利
用望远镜、测温仪、测距仪查找线路薄弱环
节。高温并未让他们退却：“天气越热，越
要加强巡检，只有及时发现隐患，才能及时
消除隐患。”

“刀闸大修完毕，本次检修任务完成。”
7月20日上午11时，经过通宵紧张排查和
检修，南川供电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副主
任龚守书一身疲惫，但声音洪亮。

7月19日晚上7时，该公司利用晚上
负荷低谷时段，对220千伏南川变电站供

电设备进行检修。检修中发现刀闸发热缺
陷，加上机构操作不便等问题，须对刀闸进
行大修。经过通宵苦战，至第二天上午11
时才顺利完成。

通过本次检修后，消除了重要枢纽变
电站影响度夏供电的紧急缺陷，为度夏供
电提供了可靠保障。

7月22日清晨5：00，闹钟准时响起，
南川供电公司输电班的冯在勇立刻穿衣起
床。今天他和同事们要到离城30多公里
外的110千伏鱼松线48号电杆清理树障。

7：15，当冯在勇们背着工具跋涉到48
号电杆下，已是满身大汗。大家稍作调整

即投入工作，仅几分钟，每个人的工作服都
湿透了，贴在前胸后背，安全帽里浸出的汗
珠，顺着脸颊往下直淌。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48号电杆四
周影响电杆和线路安全的植被清理完毕，
特别是几棵高达30多米，逼近电线的大树
被安全锯倒，确保了线路通道的通透。

夏季来临之前，南川供电公司就未雨
绸缪，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同时加强负荷
侧管理，推进度夏工程建设，强化重点场所
防控，做好抢修应急准备，多措并举做好迎
峰度夏准备工作，坚定扛牢电网责任。

袁伟

国
网
合
川
供
电
：
持
之
以
恒
提
升
配
网
运
行
质
量

“陈所长，多亏你们换了线路和变压
器，现在敬老院用电稳定多了！”8月2日，
重庆市合川区五尊敬老院院长在国网合川
供电公司电话回访中再次表示感激。

合川区五尊敬老院有113位老人，原来
由容量160千伏安的变压器供电。近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该变压器供电范围内各种
作坊用电逐步增长，造成线路末端的敬老
院电压变低，院内老人用电受到影响。国
网合川供电公司通过系统监控到低电压情
况后，迅速组织人员勘查现场，决定就近改
接负荷、增大低压线路线径，同时增加变压
器容量至400千伏安，满足该片区日益增长
的用电负荷需求。不到7天，敬老院就用上
了稳定可靠的“舒心电”。

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来临之前，国网
合川供电公司双槐供电所就通过盘活闲置
的原水厂专线，顺利完成了10千伏游香线
与10千伏游黄线联络线路建设，缓解了10
千伏游香线系统性低电压问题，提高合川
双槐、香龙片区居民的供电可靠性和用电
质量，惠及居民近2万户。

入夏以来，国网合川供电公司依托供
电服务指挥系统以及台区经理主动运维，
建立异常电压台区综合管控台账，深入分
析低电压、重过载产生原因及严重程度，落
实整改措施和时间，严格打卡、动态更新确
保“一事一清”。对运维措施仍不能彻底治
理并缓解的异常低压，及时流转至工程环
节，统筹各类资金，合理纳入项目储备进行
建设。截至目前，合川城区范围内已实现

“零重载”。
此外，该公司持续开展竹树隐患专项

攻坚行动，依据考评奖惩、建立台账、分类
管理、结果追溯4个维度，实现树障清理
常态化管理。同时强化协同联动，深入协
调属地政府和树主，形成政企联动、同时
发力的竹树清理机制，加大树患排查力
度，确保“一患一档”，安排专人督导和管
控竹树清理，保障清理进度和安全。通过
竹树隐患攻坚，该公司上半年配网线路跳
闸次数同比下降75%，配网运行质量得到
极大提升。 秦晓东 田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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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鸣的发电机、刺鼻的燃油味、黑烟熏
缭的港口……这是绝大多数住在大江大河
港口旁边司空见惯的景象。

曾几何时，位于长江沿岸的重庆巫山
码头也是如此。为推动长江流域绿色可持
续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国网巫山供电
公司积极行动，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
克难攻坚，为巫山建起了3座港口岸电。

巫山岸电系统由巫山游客中心码头、
神女溪旅游码头及巫山北门坡码头等用电
系统组成。结合岸电系统所处巫山县城为
山城的地貌特色及长江流经此地的江域特
点，国网重庆巫山供电公司决定按照“一码
头一方案”建设岸电系统。在巫山北门坡
码头，采用“离岸浮动式”岸电技术方案，变
压器及配套设施均“安家”在江面的浮趸
上，解决供电距离长、向大负荷游轮供电质
量不佳的问题；而在神女溪旅游码头和巫
山游客中心码头，由于梯陡坡峭，不能采用
传统岸电技术方案，巫山供电公司创造性
地提出了“斜拉钢索式”岸电技术方案，成
功将特制10千伏电缆牵引到专用趸船上。

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减少船舶污
染排放，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优化
能源消费结构，有利于推进绿色交通发展，
有利于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自2019
年8月9日巫山岸电贯通以来，已服务1551
艘船次，共计使用电量69万千瓦时，相当于
替代船用燃油约157.32吨，折合减少二氧
化碳约579.6吨排放，平均为企业节约30%
的能耗成本。

截至目前，巫山是重庆长江沿岸岸电
系统容量最大、服务次数最多、投入最大的
区县，实现了三个码头停靠船只“三零”（即
零排放、零油耗、零噪音）目标。同时巫山
码头区域地理位置特殊、岸电技术复杂、建
设难度高，岸电系统的建成，对长江流域岸
电建设也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据了解，巫山供电公司将于今年在巫
山九码头建成3个泊位，6个岸电接口箱，
可同时为6艘大型游轮充电，建成后港口岸
电容量为3750千伏安。

余雨芳 黄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