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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篇

今日特别推出
十四年前，一个瑞雪纷飞的日子，国家电网入驻美丽的甘孜州。十四年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甘孜供电
公司（也称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孜公司）从架设第一条输电线路、修建第一座变电
站、实行第一个县级供电公司改制、为第一位客户服务开始，一直牢记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回报社会、服务群
众，倾力助推甘孜发展。

聚焦国网战略 坚持夯基提效

打造电力发展甘孜样板
◎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党建部
助力发展，责任在肩；勠力攻坚，
初心如磐。
甘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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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
个维护”
，
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
推动甘
孜电力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在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动美丽生态和谐小
康甘孜建设中担当作为，
打造出富有高
原特色的电力发展
“甘孜样板”
。

广建电网，
畅通能源大
“动脉”
甘孜公司牢固树立“服务发展，电
力先行”
理念，
掀起电网建设新高潮，
构
建起全州电力“一张网”、电力联络“三
大通道”格局，彻底改变了甘孜缺电少
电的落后局面，
创造出甘孜能源供给保
障面貌
“一步跨越百年”
的奇迹。
三大工程建“天路”，骨干电网全
覆盖。投资 209 亿元，完成新甘石、电
力天路、川藏联网电力工程，建成 110
千 伏 及 以 上 变 电 站 33 座 、变 电 容 量
1469 万 千 伏 安 ，输 电 线 路 0.73 万 公
里，实现南从甘谷地北至到石渠县一
张电网全覆盖，彻底结束 18 县孤立运
行的历史。
农网改造再升级，用电网络得优
化。自 2012 年起，甘孜公司投资 67.48
亿元，建成 35 千伏变电站 69 座、变电
容量 464.3 兆伏安、配电线路 0.47 万
公里，解决州内 18.86 万无电人口和
90%区域的用电难问题。稳步推进 27
个独立供区改制，已投资 6.3 亿元开展
独立供区电网改造，已完成海螺沟独
立供区改制、新龙县独立供区改制框
架协议签订，泸定县、丹巴县资产评估
及法律尽职调查正有序推进，优质的
国网电向偏远山区进一步延伸。
三大通道成“走廊”，互联主网保
通畅。建成三大电力通道，甘孜电网与
四川主网可靠互联。2014 年建成康蜀
甘蜀、九石雅、乡水三大电力通道，共
计 8 座 500 千伏变电站、10 座 220 千
伏变电站、输电线路 1300 公里，使冬
季电力输入保障民生、夏季电力送出
服务经济发展构想变为现实。近年来，
公司累计为甘孜建成变电站 174 座、
输电线路 0.86 万公里、配电线路 0.47
万公里，助力甘孜基础设施进一步夯
实，以充沛的“电力血液”滋润甘
孜经济社会“筋骨”
快速强健。
一 座 座
崭新的变电
站 、一 基 基
记录着艰辛
的铁塔、
一条
条

带电的银线相继出现在甘孜大地，铺
展出雪域高原的“电力天路”，让“国家
电网”这个品牌发出闪耀的光芒。

不忘初心，服务发展增福祉
甘孜公司秉承“人民电业为人民”
宗旨，将甘孜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用电
需求注入企业发展内核，致力脱贫攻
坚，全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甘孜群
众增厚福祉。
助力脱贫攻坚战，电力服务当“先
锋”。精准实施贫困村改造专项项目，
投资 7.7 亿元，完成 512 个贫困村的电
力改造。全力攻坚“三区三州”电网建
设，投资 12.03 亿元，完成 18 个 35 千
伏及以上电网项目建设、320 个 10 千
伏及以下电网项目建设。做好分布式
扶贫电站并网服务，抢建配套送出通
道 9 条。公司供区内 9 座扶贫分布式光
伏电站，上网电量 2450.37 万千瓦时，
电费（含补贴）792.68 万元，其收益惠
及 378 个村，2667 户贫困户。2020 年
公司减免全州低保五保户 9646 户电
费 22.57 万元，完成大数据平台 206 户
不通电、140 户电能质量不达标贫困户
用电问题整改和 1000 余户自查线下
供电问题整改。择优选派 21 名员脱贫
驻村干部，驻村帮扶 19 个贫困村和 3
个非贫困村，让群众用上“安全电”，架
起与群众间的连心桥，为全州全域脱
贫摘帽提供了坚实的电力支撑。
量身打造“助推器”，强化经济带
动力。甘孜公司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大
电网能源基础优势，紧盯甘孜经济战
略布局，助力甘孜资源优势向经济优
势转化。2019 年起，实施两轮一般工
商业降电价，商业电价从 0.8 元每千瓦
时降至 0.6485 元每千瓦时，全年减少
商业用户用电成本 4000 万元。疫情期
间，结合甘孜企业用电情况，制定《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用电企业
复工复产 10 项举措》，有力保障甘孜
企业顺利复工复产。落实扶持性基本
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14.602
万元；贯彻工商业电价阶段性下调政
策，让利 3118.29 元；配合相关部门落
实疫情防控企业补贴，共计补贴 25.32
万元。通过各项政策，累计为州内企业
用户节约用电成本 3158.212 万元。服
务复工复产，为甘孜复工复产情况精
准“画像”。扎实落地留州电量政策，近
5 年累计执行留存电量 128.88 亿千瓦
时，降低用户用电成本 42.36 亿元。支
持全域旅游发展，新建、技改变电站 4
座、线路 509.7 公里，持续提升海螺沟、
新都桥、稻城亚丁等景区供电保障能
力。
电力枢纽作保障，重点项目强推
进。投资 33 亿元，开展 500 千伏雅安加
强、康蜀串补、甘蜀改接工程，提升三
大通道水电外送能力至 960 万千瓦。
全力配合开展水电消纳示范区建设工
作，于 2018 年底助力大唐水电消纳园

区在全省率先建成，接入容量 27 万千
伏安。有序推动新都桥水电消纳示范
区 和 分 布 式 水 电 消 纳 园 区 建 设 ，于
2019 年 6 月启动了甘孜康定新都桥
220 千 伏 临 时 变 35 千 伏 配 套 工 程 ，
2020 年 6 月完成该配套工程建设，园
区具备基本入驻条件。近五年来，甘孜
年发电量提升约 200 亿千瓦时。同时，
甘孜公司还积极做好甘孜新区、格萨
尔机场、高速公路、川藏铁路、松茸园
区等一大批重点项目用电服务，多点
发力，为甘孜经济发展贡献国网智慧
和力量。

严防风险，筑牢安全
“生命线”
甘孜公司始终紧盯重大风险，牢
固树立底线意识，将保安全、促稳定作
为助推甘孜发展平稳、长治久安的重
要任务。
危难之时显身手，应急保障倾全
力。近 3 年来先后成功应对了 40 余起
对电网设备造成影响的较大自然灾
害，圆满完成 2018 年金沙江白格堰塞
湖、丹巴山洪、康定雪灾、九龙泥石流
等电力应急保障和抢险救援任务，在
灾害面前筑起电力防线，荣获州委州
政府“应急处置工作先进集体”。2019
年成功处置九龙“6.21”及丹巴“6.27”
险情，入选四川省政府灾指办防灾减
灾典型经验。
防治监察除隐患，森林防火出实
招。建立健全输配电线路引发森林火
灾隐患治理工作机制，完善工作体系
和管理制度，不断强化电力线路隐患
防治监察体系，累计投资 1.2 亿元优化
电力线路，电力线路引发山火风险逐
年大幅降低。建立标准档案库 18 个，
层层签订责任书 800 余份，累计清理
通 道 内 树 障 隐 患 28.6 万 棵 、易 燃 物
345.7 亩，完成线路突出隐患整治 1.1
万处，发放宣传资料 10 万份，安装警
示标语、标牌 1300 块。在林区线路加
装智能柱上开关 811 台，无人机通道
飞巡 3517 公里、杆塔精细化飞巡 2331
基，安装可视化视频装置 37 套、图像
装置 63 套，绝缘化喷涂及局部绝缘化
改造 309 公里。
坚守一线有担当，重要保电赢赞
誉。防疫期间，核查全州医院双电源配
置情况，针对全州 22 家医院、56 处集
中隔离点、55 个疫情防控检测站供电
情况，制定保电“一点一方案”。累计投
入资金 300 余万元，紧急铺设供电线
路 18 条，出动保电人员 8140 人次、保
电车辆 2744 台次，调配发电机 32 台，
排查安全用电隐患 128 处，确保防疫
期间全州 133 个重要保电场所供电设
施零故障。严格落实“欠费不停电”工
作要求。累计下发保电指令 3.4 万条，
保障 1.7 万户欠费居民生活用电正常。
同时公司认真做好疫情防控相关企业
电力保障，累计对 122 个通信基站实
施欠费不停电，为甘孜防疫工作顺利

开展创造有利条件。近年来，公司投资
近 1 亿元，专项开展五明佛学院、亚青
寺电力设施优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开展州委州政府、医院等重要区域双
电源改造，圆满完成国庆 70 周年等重
要保电任务，供电保障能力进一步提
升。通过扎实的安全能力建设，公司应
急保障、防山火、防汛、重要场所保电
能力持续提升，为甘孜安全稳定注入
电网力量。

牢记使命，继往开来又出发
令旗已经舞动，万马蓄势待发。甘
孜公司全体干部员工深入贯彻学习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喜迎建州
70 周年之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已
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更大的挑战。甘孜
公司将继续践行“四个服务”，以推动
国家电网公司战略在甘孜藏区高原落
地落实为己任，因地制宜、立足自身、
禀赋结构、找准定位，按照四川省电力
公司“337”实施方案，积极主动做好战
略对接，打造“红色”
“ 绿色”
“ 橙色”三
张名片。
打造红色“价值品牌”名片，传承
红色文化，传播国网声音。充分发挥甘
孜红色资源优势、传承红色基因，促进
国网企业文化和红色文化有机融合。
深化“红桥泸电”和“圣洁尚巴”共产党
员服务队建设，总结典型经验和特色
做法，编制《
“红色文化+十讲十增强”
实践案例》，大力推动国网企业文化在
涉藏地区落地落实、红色精神在电力
实际工作中发扬、甘孜特色在为民服
务中彰显，多角度、多方位挖掘先进、
选树典型，
传播电力正能量。
打造绿色“清洁能源”名片，疏通
能源“动脉”，提高服务质量。坚持绿色
发展和优质服务理念，做好甘孜清洁
能源基地建设服务工作，做好大型输
电通道建设属地协调工作。推进水电
消纳示范园区建设，促进清洁能源就
地消纳。通过清洁能源规范化和规模
化的开发，努力实现甘孜州发展“国家
优质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战略目标。
打造橙色“防灾减灾”名片，守住
安全底线，勇当应急先锋。坚持底线思
维、红线意识，守住工作人员、电力设
备设施、电网安全“生命线”。健全应急
管理体系和机制，不定期开展隐患排
查，编制应急预案，组织培训和演练，
全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水平，为
藏区经济发展和突发应急事件提供优
质安全的电力保障。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在四川省电力公司党委和甘孜州
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甘孜公司将
进一步擦亮“国网名片”，贡献“国网智
慧”，彰显“国网力量”，确保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的同时，加快打造具有中国
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甘
孜样板”，为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
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集体
荣誉
●全国文明单位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国家电网公司
先进集体

●四川省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

●四川省五四红旗
团委

●四川省防汛抗旱
减灾地质灾害防
治先进集体

●甘孜州投资和重点
项目推进成绩突出
单位

●甘孜州金沙江白格
堰塞湖应急处置先
进集体

●甘孜州依法治理
工作先进集体

个人
荣誉
●国家能源局两年
攻坚、三大任务
先进个人

●四川省五一劳动
奖章

●四川青年五四奖章
●四川省道德模范
●四川省藏传佛教

重点寺庙宣讲整治
工作先进个人

●国家电网公司
劳动模范

●国家电网公司
优秀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