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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电力先行。随着经济建设与社会
生活的逐步发展与提高，电力已成为经济建设
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

日前，国家电网公布一组榜单，在全国GDP
百强市中，绵阳去年的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居
第四位。具体数据显示：2020年 1-12月，绵阳全
社会用电量达 128.9 亿千瓦时（度），同比 2019
年，增加电量 13.44亿千瓦时，增长 11.64%。这是
绵阳经济发展的直观体现，也是国网绵阳供电
公司护航区域发展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随着绵阳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推进，电力需求日益增长，国
网绵阳供电公司在助推乡村振兴，保障重点项
目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加大电网基础设
施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做好电力
保障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面向三农
当好乡村振兴的“先行官”

乡村振兴离不开电力的支持，在助力乡村
振兴的过程中，国网绵阳供电公司结合高质量实
施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发
展，在落实国网战略及“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
中国赋能”中，走在前、做表率，大力推进电网建
设、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速种养殖业发展。

用电结构分析报告指出，2020年，绵阳第一
产业用电量达 1.36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 1.05%，同比增长 69.89%，增速最快。“农业季
节性因素、乡村振兴战略促使农业机械增多，生

猪大量养殖促使畜牧业快速发展用电增加，从
而导致第一产业用电量大幅增长。”国网绵阳供
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孙竹说。

记者在梓潼县自强镇二洞村了解到，该村
有一个生猪代养场，由当地生猪养殖专业合作
社建设。代养场通过与企业合作，代养生猪而获
得收益。自代养场于2017年投入使用以来，入股
村民每年的分红收益2000-3000元不等，成为当
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大载体。

梓潼县自强镇二洞村党委书记贾伟伦介
绍：“2019 年，生猪代养场用电量为 123827 度，
2020年，用电量快速增加到200929度，同比增加
电量 77102 度。”究其原因，一方面去年温差较
大，地暖和降温设施使用频率比较高；另一方面
是因为去年市场行情较好，该代养场满负荷投
入，年存栏量由近 4000头增加到 4800头。同时，
与生猪养殖配套，该村的柑橘种植已达 2300多
亩，形成种养殖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

为支持该村种养殖产业发展，国网梓潼县供
电公司宝石供电服务站开通了绿色通道，由专属

“电管家”提供一对一用电服务，并广泛推广网上
办电，精简服务流程，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借助充足的电力支
撑，在绵阳，像二洞村这样增收致富的村庄越来
越多，许多村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办起了自己的
乡村产业，打造起了特色乡镇典型示范区，为服
务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力。

接下来，国网绵阳供电公司将持续聚焦农村
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用电需要，实现电网建设
与农村发展协调同步。同时，建设线上线下服务渠

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的利益和感受问题，打造多样互动的农村供电
服务，让农民客户有更多实实在在的用电获得感、
幸福感。并紧扣新发展格局，全力做好电力后勤保
障，切实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光荣使命。

服务产业
争当项目建设的“电保姆”

在绵阳全社会用电量中，工业用电量是常
年的“主力军”。

据统计，2020年，绵阳第二产业用电量高达
71.46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55.44%，同
比增长11.90%，增长贡献率为56.54%，对全社会
用电量的增长贡献率最大。其中，京东方用电量
稳中有升，惠科光电用电量呈井喷式增长，这都
为第二产业的用电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去年用电量的增速反映出我市在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这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通过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复工复产、稳产满产创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在这个过程中，电力等要素供应
保障单位通过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水平，为
全市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发挥了重要作用。”绵阳
市经信局总经济师韩锡民说。

去年 4 月 29 日，总投资 240 亿元的惠科第
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在绵阳顺利
建成点亮。该项目生产主要依靠电能带动大量
自动化设备，随着设备不断添置，产能节节攀
升。截至去年年底，仅用8个月时间，项目用电量

就超过了4亿千瓦时。
“在这个过程中，国网绵阳供电公司给我们

提供了重要的要素保障，电管家定期上门走访
服务，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办电方便，提高了我们
的供电可靠性。到目前我们没有因为任何用电
问题而影响正常生产。”绵阳惠科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厂务处工程师张辉说。

在为绵阳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方面，国网绵阳供电公司还切实落实好各项举
措，不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
2020年，国网绵阳供电公司对重点客户、复工复
产困难客户等15家企业开展了用电能效诊断服
务，提出优化建议75条。特别是全市重大招商引
资项目惠科光电，用电策略优化后，仅半年多时
间，企业就节省用电成本近3000万元。

“去年，因为疫情原因，一些企业在复工复
产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压力，我们组建了‘精算
盘’服务团队，对这些企业的用电情况进行全方
位分析，提出优化建议，指导企业降低用电成
本，助力企业加快生产、发展壮大。”国网绵阳供
电公司客服中心电费抄核算技术专责黎琳说。

科学谋划再登高，今年第一季度，绵阳全社
会用电量再度“发力”。1-3月，全社会用电量达
33.74 亿千瓦时，同比 2020 年，再度增加电量
5.61亿千瓦时，增长 19.9%。奋进“十四五”，国网
绵阳供电公司表示将以更加主动有为的作风与
状态，既当“先行官”，又当“先行者”，全力为绵
阳建设中国科技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绵阳提供
优质可靠的供电保障。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宇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王玉桃 李红燕 记
者 常坚）近日，在眉山市彭山区凤鸣花谷安全
用电宣传现场，国网眉山市彭山供电公司共产
党员服务队队员毛郑江面对党旗诉说着“学党
史、践行动”的感受，这是该公司“学百年党史创
双百目标”主题“五个红色”党史学习教育的一
个场景。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彭山供电公司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学百年党史
创双百目标”主题活动，以讲红色故事、颂红色
经典、寄红色家书、传红色记忆、走红色路线“五
个红色”为载体重走峥嵘路，让红色资源成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激发员工工作热情，让
红色革命精神充分引领员工争创“双百目标”。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公司注重在
丰富的红色资源中挖掘素材、激发灵感，由青年

党员代表带头收集感人革命故事、认真学习党
史、把准时代脉搏、结合工作经历，走上讲台分
享学习心得，优秀的党史故事分享将在线上进
行全公司传播。一串串红色故事，一场场倾情演
说，正在以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力量带领员工
穿越厚重的历史时空、探索巍峨的红色遗风，进
一步坚定了员工的理想信念，凝聚了前行的勇
气和战斗力。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张鸣 记者 谢
强）近日，国网攀枝花供电公司与攀枝花市大渡
口街道光明社区在攀枝花市“三线阳光”文化
教育基地共同开展“学党史 感党恩 三线精神
传花城”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由两家单位党
委协作主办的“桑榆宣讲团”讲党史活动正式
开讲。

84岁高龄的铁五师老兵、国网攀枝花供电

公司退休职工郭广洪作为首期“桑榆宣讲团”开
讲嘉宾，讲述了自己从平民子弟到同济大学学
生、从铁道兵到电力建设者、从三江平原到攀枝
花不毛之地，始终不忘初心，保持共产党员本
色，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提升自我、帮助他人的
动人故事，生动还原了成昆铁路建设时期波澜
壮阔的历史场景，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据悉，攀枝花供电公司 90%的离退休职工

均生活在光明社区，为充分发挥老党员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的独特优势，攀枝花供电公司与光
明社区秉承“三线阳光，桑榆非晚”的理念，联合
组建“桑榆”党史宣讲团，邀请三线建设“八闯
将”吴恒泰等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退休党员讲
述三线建设历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谈
体会、颂党恩，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坚定
信念、鼓舞斗志、砥砺品格。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韩韦宏 黄峥 记者
常坚 文/图）近日，随着眉山城区齐通路东五段
10千伏龙齐3线最后一根电缆接进环网开关柜，
由国网眉山供电公司东坡区供电中心承建的眉
山城区三个新建小区的10千伏龙齐2线、龙齐3

线电缆敷设及配套设备安装工作提前2天结束。
据了解，10千伏龙齐2、3线均为眉山城区

新建的观江府、云锦台、蘭台府三个住宅小区的
专线。东坡区供电中心接到任务后，高度重视，为
小区建设用电开辟“绿色通道”，提升工作效率。

经过前期准备工作后，10千伏龙齐2、3线
电缆敷设工作全面展开，承担此次电缆敷设
任务的东坡区供电中心东坡分公司工程三班
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情况下，倒排工期抢进
度，全力保障该项目按期完成。

施工现场

凉山供电公司
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在喜德县光明镇
阿吼村，国网四川电力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
（凉山总队）来到村里，开展了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电靓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为民服务主题活
动，让村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关爱。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进一步深化共产党员服务队建设，做
好服务乡村振兴的电力“先行官”，架起服务农
村群众的“连心桥”，让共产党员服务队旗帜在
乡村振兴一线高高飘扬。（沙马石作 袁雨湉）

中江供电公司
扎实做好大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钟健 记者 刘蓉）
近日，国网中江县供电公司针对供电辖区大棚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最后阶段任务进行周密布
置，力保大棚隐患排查治理圆满收官。

今年，在该公司供区内的 67 条 10kV 线路
下方1809个线路区段内，建成成片羊肚菌种植
大棚573处，羊肚菌大棚的成片建设，给电网的
安全运行带来了风险。为保障线路安全可靠供
电，公司积极应对，要求供电所及时联系政府，
形成政企联动；台区经理走村串巷，主动作为，
上门服务，督促大棚业主规范加固。同时，该公
司还不定期对羊肚菌大棚治理工作进行抽查，
对治理工作做得不到位的供电所和责任人进行
责任考核，扎实做好大棚治理管控工作。

眉山供电公司
服务智慧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蔡泓宇 记者 常
坚）“感谢供电部门长期以来对我们企业的帮
助和关心！”近日，凯盛浩丰（眉山）智慧农业产
业园项目负责人陈林对上门服务的国家电网
四川电力（眉山）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
连声道谢。

据悉，凯盛浩丰（眉山）智慧农业产业园于
2019年4月在眉山市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园区
投入运营，项目一期占地202亩，是完整闭环温
室智能运营的“超级大棚”，对电的使用要求非
常高。自投入运营以来，共产党员服务队定期上
门为企业提供相应的电力服务，切实提升企业
客户电力“获得感”。

当天，针对该企业即将提交用电申请的高
压增容二期项目，共产党员服务队与园区相关
政府部门开展现场咨询服务，开辟绿色通道，缩
短业扩报装流程。

眉山供电公司
开展业务技能提升考核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苟华彬 记者 常
坚）近日，在国网眉山供电公司第二期技能提升
实操考场上，来自仁寿供电公司14个供电所的
51名学员有序排队等待技能考试。

据悉，此次培训采用脱产封闭式管理模式，
重点对生产一线员工安全技能培训、台区总漏
电保护器调试、线路巡视等日常运维相关业务
采取理论与实操相结合方式进行授课。培训后
将对所有的科目进行考试，不合格者将再进行
补学，旨在让全员能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和技能。

实操考场上，学员们严格按照安全标准流
程有条不紊地进行考试，面对监考老师设置的

“故障”，他们稳扎稳打，顺利解决。当天实操考
试人员全部合格。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杨凡 记者 常坚）
近日，国网洪雅县供电公司中保供电所党支部
开展学党史办实事系列活动，让老百姓春灌有
保障。

在洪雅县中保镇踏水村，头戴安全帽身穿
蓝色工作服的中保供电所党支部共产党员穿行
在稻田间，有序地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查，及时消
除用电隐患，全力保障农民春耕生产安全用电。

结合春耕生产实际，服务队员们深入到农
户家中，了解客户用电需求，针对客户生产规
模、用电负荷及用电规划等情况，为客户提供最
优供电方案，帮助客户节电增效。对辖区内排灌
设备、农排线路等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和维
护检修，对地爬线、拦腰线等违章用电现象进行
整改，及时消除用电设备线路隐患和缺陷。

此外，服务队员们还现场为农户们讲解安

全用电、节约用电、合法用电知识，增强农户安
全用电意识，及时解决农户用电难题，让农户真
切感受到优质供电服务带来的便捷。

下一步，洪雅供电公司将持续制定各项春
耕生产保电措施，做好变压器超容、线路老坏、
树障清理，提前消除农排供电设备安全隐患，从
源头上保证春耕期间供电设施“零缺陷”运行，
为全县广大农民春耕生产安全用电护航。

攀枝花供电公司
优质服务助力果农增收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周万秋 记者 谢
强）“你们把电力线路架设到樱桃园田间地头，
还给我们送来3盏电子灭虫灯，既绿色环保，又
经济高效，我代表独树村全体村民感谢你们！”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米易县普威镇独树
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兰紧紧握住国家电网四川电
力（攀枝花）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黄双华
的手连声道谢。

4月中旬，是攀枝花樱桃大批上市的时节。
三三两两的游客穿梭在独树村樱桃果园内，欢
声笑语里体验着亲自采摘樱桃的乐趣。果园里
宽敞的地方，停放着冷冻货车，工人们正在往车
厢里搬运包装好的樱桃。

以往，独树村的樱桃一直囿于喷洒农药杀
虫的困扰，没有好品质，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价
钱提不上来，王永兰为此忙前忙后寻找问题解
决方法。得知情况后，国网攀枝花供电公司及时
组织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前往果园实地调
研，制定果园供电方案。

如今，电力线路架设到了果园里，不仅点亮
了电子灭虫灯，让紫色的荧光护佑着樱桃园免
受害虫的侵扰，还让果农在干旱季节用上了电
力水泵抽水灌溉果园，全程助力果农脱贫致富，
助力独树村乡村振兴。

彭山供电公司
圆满完成朝山会开幕保电任务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杨李科 李红燕 记
者 常坚）近日，随着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山“三
月三”朝山会开幕盛典的顺利结束，标志着国网
眉山市彭山供电公司圆满完成此次保电任务。

为确保彭祖山“三月三”朝山会开幕盛典的
供电保障工作，彭山供电公司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主动对接开幕活动主办方了解用电需求和
用电负荷分布情况，编制保电方案，细化责任分
工，明确保电场所、保电设备、重点工作措施等，
特别明确保电场所接电方式、应急发电车需求
等。同时，公司相关负责人多次到现场督导检
查，确保保电工作万无一失。

彭山供电公司
电力服务为乡村振兴赋能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梁玄 毛郑江 李红
燕 记者 常坚）近日，国家电网四川电力（眉山
彭山）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联合观音供电所
党支部，结合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我为群众办
实事——电靓乡村振兴”工作部署，到凤鸣花谷
开展“学百年党史 创双百目标”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

当天，国网眉山市彭山供电公司党委主动
对接景区负责人，深入现场了解目前的用电情
况和诉求，对景区内临时用电线路和设备进行
详细检查。同时，在现场摆摊设点开展安全用电
宣传，为群众的用电问题答疑解惑，保障景区电
力安全可靠供应，做好服务乡村振兴的“先行
官”，架起联系乡村群众的“连心桥”。

接下来，彭山供电公司党委将以党员志愿
服务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紧跟各乡
村产业发展步伐，采取“党建+志愿服务”的方
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电气化等建设，为民办
实事、做好事，为乡村振兴赋能。

明星电力公司
高新供电服务中心揭牌成立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记者 张琳琪）为践
行党史学习教育“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具体要
求，进一步优化高新区营商环境，搭建起高新区
创业发展电力要素保障平台，日前，四川明星电
力公司高新供电服务中心揭牌成立。

据悉，高新供电服务中心将认真践行“人民
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高质量建设高新区电
网，高标准做好优质服务，高水平优化营商环
境，为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千亿园
区，为遂宁加快建成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
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该中心的成立是公司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举措，将为高新区大抓工业、抓大工业
提供有力保障，让区内企业获得更优质、高效、全方
位的服务，有效提升全区供电服务和企业安全用
电整体水平，助力全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中江供电公司
积极参与普法知识竞答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陈林 记者 刘蓉）
近日，国网中江县供电公司开展普法知识专项
答题活动，要求各部门、班组做到崇尚法治、敬
畏法律。

为了确保本次答题活动开展做到齐参与、
同学习，该公司要求各部门、班组从4月9日起，
每天安排专人对答题完成情况进行统计上报，
将员工每天答题完成情况截屏保存备查。

接下来，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
过三本台账微信群等方式，每天提醒公司员工
积极参与本次答题活动，并在每天下午17时对
各部门、班组参与答题人员情况进行统计和公
布，旨在通过全员学习和答题活动，让公司员工
自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模范，为推进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
有贡献。

抢眼！绵阳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在全国“百强市”中位居第四位！——

绵阳电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东坡供电公司：力保新建小区居民可靠用电

洪雅供电公司：电力服务保春耕

攀枝花供电公司：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彭山供电公司：红色革命精神引领员工争创“双百目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