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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严巍

通讯员徐红灿吴莹

2019 年 12 月

13日，钱塘新区供电

公 司 正 式 挂 牌 成

立。这位由原大江

东供电公司和下沙

供电营业部两家供

电服务机构整合成

立的“新生儿”,自诞

生之初就承担起服

务和保障新区经济

发展的重任。

如何尽快做好

机构调整工作？如

何推动电网建设加

速迈进？如何在原

有的基础上进行提

升，为企业与百姓提

供更优质、便捷的服

务？2019 这一年，

新区供电公司的全

体员工在忙碌与思

考中度过。

2019 这一年，

作为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础保障单

位和公共服务企业，

新区供电公司始终

坚守“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初心使命，全

力以赴当好服务新

区发展的电力“先行

官”，架起党联系群

众的“连心桥”，为新

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坚强电力保障。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2019年
12月13日，在新区供电公司的积极
促成下，钱塘新区管委会与杭州供电
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围绕
引领清洁智慧城市发展、加大电网建
设投入力度、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等内容开展深度合作。双方将携手
推进新区电网建设，至2022年末，新
建成3座220千伏变电站，9座110千
伏变电站，打造与新区定位相适应的
一流城市电网样板。

虽然，与主城区相比，新区的电
网基础较为薄弱，但近年来，省市电
力公司持续加大对新区电网的建设
投入，“十三五”共计划投入110千伏
及以上电网投资24亿元，约占杭州电
网总投入的16%。

与此同时，新区供电公司不忘
“自力更生”，通过推动“杭州电网提
升四年行动计划”在新区落地，让一
批重点项目取得突破。2018 年以
来，110千伏勤业变、110千伏向前
变相继投产。2019年12月4日，大
江东区域首座500千伏变电站—萧
围变投运，为新区增加了一个重要
的电源点。2019年，220千伏新围
变、110千伏灯塔变、闸北变、下东
变顺利开工，将为满足新区未来能
源需求提供坚强保障。此外，“土建
先行”的创新模式也在新区率先落
地，“飞地”政策处理有了较为成熟
的工作机制，新区电网建设驶入快
车道。

对于新区居民而言，2019年遇到
的停电事故似乎比以往更少了。据
新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这首
先得益于配网建设力度的持续加大，
2019年新区范围内配网建设投入规
模达到2.92亿元。在如此大力度的
投入下，下沙区域绝缘化率和环网化
率保持100%，大江东区域配网环网
化率、电缆化率等也明显提高。人工
智能AI调度、主动抢修、无人机巡
检、电缆隧道机器人巡检等新技术在
新区得到精准应用，智能配电网成为

“看得见的未来”。
另一方面，供电公司进一步优

化配网管理，加强停电计划管控，
全面实施“一停多用、综合检修”，
加大不停电作业比率，切实减少计
划停电影响范围。多措并举下，
2019 年新区范围内年户均停电时
间较去年降低42%，下沙区域供电
可靠率达到99.9926%，即户年均停
电时间 39分钟/年·户，媲美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用户的“停电感
知”明显降低。

“为各类用户提供‘三零’‘三省’
服务是我们的目标。‘三零’服务指全
面实现低压客户零上门、零审批、零
投资，‘三省’服务则代表全程推广高
压客户省力、省时、省钱‘三省’服
务。”谈及如何通过电力服务营造优
良营商环境，新区供电公司负责人给
出了这样的答案。

2019年10月12日，江东颜富建
材经营部总经理冯国方向供电公司申
请新装用电，设备运行容量为120千
瓦，原本以为安装一台专变，要花费10
万元左右，令他没想到的是，现在低压
接入容量已提升至160千瓦，他的设
备可以采用低压接入，“零投资”即可
接电。7个工作日后，冯国方的设备就
通上了电。2019年以来，新区供电公
司延伸低压非居客户投资界面至表
箱，1305户客户因此获益，减少投资
约760万元。“零投资”接电，对于小微
企业来说，无疑是减少开支的大利好。

用电成本是企业的固定开销，电
费降价就意味着实实在在的降成
本。2018年以来，公司严格执行一般
工商业电价的降价政策，切实为新区
电力用户“省”了不少钱，是响应中央
提出“减税降费”的生动体现。以下
沙宝龙广场的电价变化为例，电价从
0.83元/千瓦时降为0.69元/千瓦时，
全年减少电费支出约 166.98 万元。
而对于华东医药、广汽、龙湖天街等
年用电量超100万度的用电大企业，
公司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大用户直接

交易，共有797家企业进入直接交易
名单，减少电费约8028万元。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没想到这么
快就能送上电，太省时了。”2019年11
月18日，在得力智能物联技术有限公
司的施工场地上，该公司水电管理科
科长任青亮情不自禁为供电服务点
赞。原来，从他申请用电到最终通电，
仅仅用了18个工作日。而办电过程
中，供电职工的主动上门服务、供电方
案定制服务等，都让他印象深刻。

“针对客户实际需求，我们相继
推出了‘7*24小时’无休服务、‘一用
户多方案’定制服务、领导班子督办
制、电力E邮通等服务举措，努力为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新区供电公
司营销部负责人介绍道。

通过做好用电成本的“减法”和
供电服务的“加法”，新区供电公司让
电力客户得到了满满的“电力获得
感”。下一步，新区供电公司将全面
落实杭州供电公司营商环境再提升

“十大服务举措”，打造“全国标杆、国
际领先”的获得电力“杭州样板”。

战天斗地，敢为人先。2019年以
来，供电公司不断提高可靠供电能力，健
全保供电工作体系，顺利完成李克强总
理调研保税区、振兴杯等重大活动保供
电任务23项，对79家高危企业开展用电
安全专项摸排并实行分级管理，组建市
政建设防外破巡视队伍，形成常态化巡
视模式，全力保障可靠供电。在建设“世
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的征程中，新
区供电公司争做发展先锋，在积极融入
新区发展大局的同时，主动对接新区中
心工作，主动在服务工作上“加码”“加
磅”。

服务民生方面，供电公司以方便百
姓为宗旨。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进
程的同时，公司深入推进“互联网+营销
服务”，线上办电成为常态，居民办理增
容、过户、缴费等16项常用业务全部实现
一次都不跑。目前，3个下属营业厅已完
成改造升级，新区2个办事中心也增设了
电力服务窗口，群众办电有了更多选
择。供电公司还积极与市场、建设等部
门做好配合，做好下沙区块30个单元的
既有住宅电梯加装项目。同时，全力保
障5G推广，探索实施5G站点“直供电”。

重点项目方面，供电公司以做
好保障为重任，积极做好下沙
路隧道工程、金沙湖等项目
配套供电服务，及时为中
欣晶圆、格力、容贝电子
等重点企业提供电源
接入。新区范围内的
26个地铁站点、14.63
万千伏安容量的临时
施工用电都得到了有
力支撑，公司还放眼亚

运，已累计为亚运会场馆
配套工程投入304万元。

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新区开发建设、盘
活土地和转型升级，供电公司积极配合
新区开展输配电线路迁改及“上改下”，仅
下沙金沙湖周边线路“上改下”工程的实
施，就将释放城市核心区域近800亩土
地。

抢险救灾方面，供电公司以众志
成城为信念。在抗击超强台风“利奇
马”的保卫战中，供电公司累计出动
抢修人员1820人次，抢修车辆570车
次，使得台风期间居民生活基本不受
影响，获得全区上下的高度认可。

生态建设方面，供电公司以资源
配置为手段，重点提升清洁能源在终
端能源中的比重，目前，全区共有充电
站24座、充电桩234个，已实现主要
街道充电设施全覆盖，据统计，当前新
区日充电量已突破0.9万千瓦时。企
业电能替代项目20个，增售电量约
1.8亿千瓦时，累计并网光伏用户417
户，装机容量10.48万千瓦。

“这么多线路跳了，我尽力了，但
还是感到无能为力……”2019年8月
超强台风“利奇马”来袭，新区供电公
司员工田汉霖在外抢修一夜后，被要
求去强制休息时，一下子情绪失控哭
了起来。他的新闻故事被人民日报、
人民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多家
中央级新媒体刊发，同时被共青团中
央等微博大V政务号转载，进入全国
微博热搜榜，打造了一场“阅读量亿
级，点赞量千万级，转发和评论量百
万级”的正面传播事件，在全国网络
舆论场中传递了国网员工、新区青年
担当作为的正能量。

在新区供电公司，像田汉霖这
样踏实肯干、尽职尽责的职工还有
很多，例如“大水杯鲁师傅”“小个子
金师傅”等等。对此，新区供电公司
党建部负责人介绍说：“公司党委连
续两年开展‘身边的美’评选活动，
用身边人的先进事迹感召干部员
工，以点带面汇聚正能量，起到了很
好的正向引导效果。”自 2018 年以
来，新区供电公司已各有 1名职工
当选省电力公司劳模、省电力公司
优秀党员。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期间，正值新区供电
公司推进两区供电机构整合的关键
期。新区供电公司党委将两区机构
整合作为主题教育最生动的“考
场”，开展“奔着问题去、奔着困难
去、奔着服务去、奔着落实去”的专
题调研，坚持以党建引领助推新区
发展出“实效”。

同时，新区供电公司创新党员
教育管理，深化“一支部一特色”建
设，以差异化管理激发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努力打造“先锋队”，做好
“排头兵”。以党建带团建，加速青
年员工培养，搭建青工出彩舞台，联
合新区团工委开展开放日活动，邀
请新区青年代表、客户代表和媒体
代表等参观电力设施，增进与新区
大众的联系。深化主题教育志愿服
务，累计赴锡安老人之家、高沙社区
等开展志愿活动15次，传递电力志
愿者的温度。2019年 5月，新区供
电公司团支部获得了国家电网公司

“五四红旗团支部”。
新起点、新征程、新担当，新区

供电公司将全力跑好钱塘电力历
史性的第一棒，跑出钱塘速度、钱
塘质量、钱塘精彩，让新区电力客
户享受到更好、更快、更优质的供
电服务，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政企合作“加速”电网建设

融入大局，“加磅”服务新区

利民惠企，“加持”营商环境

党建引领，“加权”队伍活力

““我尽力了我尽力了，，但还是……但还是……””
————9090后职工田汉霖后职工田汉霖

钱塘新区供电公司揭牌仪式钱塘新区供电公司揭牌仪式 为广汽集团提供电力服务为广汽集团提供电力服务

向群众介绍向群众介绍““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办电流程办电流程

为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保驾护航为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保驾护航

供电公司举行主题党日活动供电公司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