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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供电迎峰度夏电能质量零投诉
■ 梁德斌

陈兵

张荣宝

8 月 19 日， 从省电力公司获悉，
金湖县供电公司迎峰度夏期间管控
到位，成为全省唯一一家无电能质量
投诉的县公司，受到省公司的表扬。
电能质量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用
电品质， 为保证广大客户真正用上
舒心电和满意电， 今年来， 金湖县
供电公司标本兼治， 从工程立项、
电网施工、 日常运维、 责任考核等
方面入手， 有效控制了影响电能质
量的事情发生。
工程立项注重“实” 字。 该公
司坚持轻重缓急的原则， 一切围绕
运维缺陷和弱项指标立项， 将工程
项目储备划分为 ABCD 四段， 滚动
储备， 让不达标或有迹象超标的台
区， 优先立项并加快实施， 真正实
现项目建设和运维管理的有机结合
和优势互补。
与此同时， 该公司充分考虑各
方面利益，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

并结合当地镇村的中、 长期规划，
广泛征询镇村两级领导及村民代表
的意见， 在符合电网技术规范的前
提下， 最大程度尊重客户的诉求。
电网施工追求“快” 字。 该公
司建立了政府、 百姓、 施工及运行
单位四方协调沟通机制， 在工程实
施前期， 所有运行单位提前在村、
社区公示栏或用户集中活动场所对
施工方案、 项目实施所需清理树木
的棵数到户明细、 树木青苗赔偿的
省政府赔偿标准等进行告知， 增强
施工政策性的透明度。
针对过去电网建设投诉多的现
实， 该公司采用“集中会战制” 和
“绿色施工、 文明施工” 等措施， 有
效减少了在施工过程中遇到“肠梗
阻” 问题， 保证了施工进度。
今年， 该公司计划实施的 1074
个农网项目，到目前已完成项目的近
八成，预计到年底，农村地区将全面
消除户均配变容量小于 2 千伏安台
区，户均容量将达 5.5 千伏安以上。
运 行 维 护 管 理 立 足 “防 ” 字 。

该公司城区配电运检班、 农电管控
中心、 供电所 （专职）、 班组长或班
员实行五级监测， 每日通过营销系
统、 pms 系统、 用电采集系统等采集
和监测系统异常数据， 派员现场判
断、 分析和处理， 对于现场处理不
了的再由现场人员将结果上传， 最
后形成消缺工单或是列入改造项目。
据统计， 今年该公司城乡联动， 对
75 台户均配变容量小于 2 千伏安台
区 7315 户开展入户调查， 对可能出
现的重、 超载 12 台配变通过农配网
工程实施改造； 对农配网 4986 户末
端用户、 261 户低压用户进行入户排
查与整治， 调整变压器档位 321 台，
拆分、 切割负荷 39 个台区， 调整三
相负荷不平衡用户 2108 个， 有效减
少末端用户、 低压用户电压越下限
现象的发生， 让每个台区电能质量
始终处于合格状态。
责任落实强化“担” 字。 该公
司对涉及电能质量这项指标， 采取
条目化管理， 配网、 农电与各供电
所签订了目标责任状； 各所与班组

和相关专职签订工作责任状； 供电
所班组又将各项指标分解到每一个
班组成员。
在公司层面， 实行分片挂钩制
度。 农电公司负责人每人挂钩一个
片 （3 个供电所）； 各专职和管控中
心实行区域内业务全覆盖； 供电所
所 长 和 副 所 长 各 分 一 条 线 （运 维 、
营 销） ； 班 长 和 几 大 员 实 行 “一 带
一” 帮扶， 将所有指标任务分解、
分工， 责任到人， 责任落实形成闭
环， 为指标提升奠定基础。
出台了同业对标考核办法、 农
电员工薪酬分配方案和业绩考核实
施办法， 建立岗位技能和业绩考核
相结合的工资分配体系， 充分体现
多劳多得的薪酬激励机制。
今年以来， 该公司有 8 人受到
考核惩罚， 2 人获得表扬奖励。 薪酬
分配公平公正， 有效调动了广大员
工的工作热情， 大家能够主动作为，
紧盯弱势指标排查问题， 解决问题，
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各项管理成
效明显， 指标大幅提升。

淮安供电 2017 年
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开工
■ 季彬
8 月 15 日上午， 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在安澜至双龙
线路 63 号塔位举行基础首基试点， 标志着 500 千伏安
澜变配套 22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顺利开工。
安澜配套 22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是特高压工程下
级配套项目， 对于合理消纳电能， 推动清洁发展， 保
障淮安南部电网结构的安全可靠性， 拉动地区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 工程同时也是淮安供电公司 2017 年
的迎峰度夏重点工程， 是全面推进线路工程机械化施
工的试点工程。 项目包含 3 个单体线路， 扩建 4 个变
电站间隔， 总长度 145.9 公里， 190 基杆塔， 沿途跨越
房屋、 道路较多， 施工条件相当复杂， 计划竣工日期
为 2017 年 5 月， 工期十分紧迫。 该工程原计划 2016
年 11 月开工， 经过参建各单位， 特别是属地保障的盱
眙、 金湖县公司的共同努力， 顺利提前 3 个月开工，
争取了宝贵的施工时间。
据该公司副总经理徐鑫乾介绍， 淮安供电公司按
照国家电网公司“样板引路， 试点先行” 的工作要求，
积极试点应用新装备新工艺， 努力提升线路工程机械
化施工水平。

淮安供电公司举行
新员工转正定级技能测评
■ 向育鹏

8 月中旬， 锡盟—泰州±
800 千伏特高压工程苏 2 标段
进入放线阶段， 施工人员抓住
晴好天气， 抢时间、 赶进度，
确保按期完成工程施工任务。
图为 8 月 23 日， 在涟水县五
港镇境内， 江苏省送变电公司
施工人员正在施放导线。
■ 丰其生

罗佳宝

为进一步实施青年人才培养战略规划，提升和检验
新进员工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8 月 18 日上午，淮安供
电公司在教培中心实训场地举办了 2015 年新进人员技
能展示活动。 本次技能展示人员为 2015 年新进的 17 名
青年员工，另外 2016 年 47 名新进大学生观摩了技能展
示活动。
本次展示活动， 新进员工分别展示了八个项目，其
中输电专业四个项目分别为： 安装 110 千伏线路防振
锤、接地电阻测量、更换 110 千伏线路耐张单片绝缘子
及导线弧垂测量，每个项目展示时间都为 30 分钟；配电
专业两个项目分别为： 拉线制作及安装、10 千伏交联电
缆三芯户外冷缩型终端头制作，每个项目展示时间都为
60 分钟；变电专业两个项目分别为：软母线压接、二次电
缆接线，每个项目展示时间都为 60 分钟。 技能展示员工
们都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展示结束后，淮安供电公司组织专家对新进员工的
表现进行打分测评， 作为转正定级考核的实际操作成
绩。 另悉，淮安供电公司在 8 月 5 日通过笔试已对 2015
年新进员工进行岗位能力考核，两次考试成绩作为新进
员工的转正定级评价的依据。
此外，为增进新进员工之间的交流，公司还安排了
2016 年新进员工进行现场观摩。 2016 年新进员工结合
自己即将走向的岗位的现状认真思考，积极交流。

淮安日报冬虫夏草滋补品中秋特卖会 明日开“抢”！
西藏那曲冬虫夏草断草 88 元 / 克起，完整小草低至 99 元 / 克，根根精挑细选，假一赔十！
本次冬虫夏草
中秋特卖会的
5 大亮点：

《淮安日报冬虫夏草滋补品中秋特》9 月 1 开
幕的消息发出后，一位居住在淮安区的陈大
爷打来电话说，“我上次买了一点回家吃以
后，感觉品质不错。 听说虫草今年产量下降
价格要涨，我先订 100 克！ ”类似陈大爷这样
的消费者还有很多。 有准备买冬虫夏草中秋
送人的，有要自己进补的，有孝敬父母的，还
有听朋友介绍的……他们普遍认为，食用冬
虫夏草后，感觉身体状态好了很多，人也更有
精力，不少人想中秋买点给父母吃。

中秋送礼送健康，今年流行送冬虫夏草！
淮安日报冬虫夏草滋补品特卖会
活动时间：9 月 1 日 -9 月 5 日（仅 5 天）

亮点 1：媒体监督，产地直供，信誉保
障！
亮点 2：根根精选，低至 88 元 / 克，
买 50 克送同规格 3 克，买 100 克送同规
格虫草 8 克，超级划算！
亮点 3：散称出售，可以看可以摸，还
可以数条数对规格。 当场称重、现场包
装，让您明明白白消费，买得更放心！
亮点 4：送礼，现场提供精美包装盒；
自用，还可以加工磨粉。
亮点 5：现场指导正确服用方法，售
后无忧！

三重好礼
惠战中秋
好礼 1：每天前 50 名，来就送价值
30 元的养生花茶一份（玫瑰花、金银花），
随机发放。
好礼 2：单笔买虫草 50 克送同规格
虫草 3 克；单笔买 100 克送同规格虫草 8
克；单笔买满 10000 元以上另送五粮液
人参酒 2 瓶。 多买多送。
好礼 3：老客户，凭原收据购买，不论
多少金额，可再领取不锈钢保温饭盒一
个！

活动专线： 4006-189-181

去年，淮安日报社联合实力商家举办了首
场冬虫夏草原产地特卖会；今年 6 月，再次举
办了“2016 那曲新鲜冬虫夏草特卖会”，两次

那曲虫草特卖会的成功举办，让不少市民对
报社举办的虫草特卖会赞誉有加。 活动后，
不断有市民打电话再次购买，希望多次举办
类似活动。 不少顾客一再向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你们下次再办虫草直销会，一定要记得
告诉我啊！ ”
中秋节将至，天气转凉，昨天本报刊登的

消费者心声：
冬虫夏草养生滋补效果好

“人情往来，送礼真的是一件让人很头疼
的事情。 ”一家建筑公司的黄先生介绍，“每
逢佳节，都要耗费很多心思考虑到底要送给
客户什么礼品，现在可算是找到头绪了。 现
在人都很注重健康，而冬虫夏草的保健功效
又好，男人坚持吃可以让身体更健壮，女人坚
持吃可以调养气血，会更漂亮。 ”黄先生说，
“以前考虑过送客户虫草，可价格太贵了，下
不了手啊！ 冬虫夏草很贵都知道，你能以半
价买到优质的冬虫夏草去送给客户，这不等
于就是赚到了吗？ 我先订那个 2 根一克的商
务礼盒 50 克的，来 6 盒。 ”
不少吃过虫草的市民表示，一定要去现
场看一看，“价格便宜了近一半，天气凉了，以
前贵了舍不得吃，这次太划算了，多买点补

“好虫草，省一半钱，真实惠”
“我买冬虫夏草，就看颜色和闻味道，报
社买的虫草，虫体饱满，干度好，颜色漂亮，味
道香，确实是高品质虫草，价格只有外面的一
半，太实惠了！ ”
“我和老伴吃虫草 7 年了，这东西对身体
特别好！ 平常在商场卖 2000 头 / 斤的虫草，
至少都要 290 元一克，在报社特卖会买才 185
元一克，我们买了 70 克，还送西洋参礼盒，省
了不少钱啊！ ”
“老公身体好了，家里欢笑声也多了”
“我老公前两年身体开始变得不太好，晚
上睡觉容易盗汗，半夜经常咳嗽。 ”陈女士介
绍，丈夫开了家公司，每天要抽一包多的烟，
经常在外面应酬到半夜。 说起一年前的丈
夫，陈女士就不停地摇头。“赚了些钱又有什
么用？ 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什么都没用。 ”
“去年 11 月，在报社特卖会我们买了半
斤虫草回来，每个礼拜给他炖一次汤，每次放
几条虫草，坚持了两个月，发现他身上的很多
小毛病都有所改善。 现在他身体比以前好很
多，睡觉不盗汗，也不咳嗽，睡得好，精神好。
男人最重要的是身体要健康，什么都可以再
赚回来，就是身体一旦垮了就补不回来了。 ”

瞬间亮瞎了眼！
这几天批发价格一日三涨，6 月 2 日和上
周的批发价相比，每克上涨了 15-50 多元不

等，本次活动主办方经多方努力从产地搞到
一批超值虫草，草好价格低，数量不多，省钱
吃虫草，出手就得早。

淮安市民评价
送人有面子，自用很实惠

淮安市民验证过
报社虫草特卖会可以信赖

补。 ”

紧急通知 虫草产量暴跌，早买早省钱！
消息称，“多位虫草行业从业者表示，
2016 年虫草的价格预计涨幅将达 20%以上，
主产区产量已下滑至去年的 6 成不到。 ”

各路商人开始大量囤货抢虫草。 上月上
海一家企业在拉萨一次性收购几百斤虫草，
上周又一位广东老板，1.8 亿收购虫草，大家

活动地址： 淮安日报社一楼（清浦区明远路 1 号）

公交： 市内乘 1 路、22 路、23 路到明远路站下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