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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业务办理速度越来越快了，
基本一次
就能办理完成，
不像以前一样需要往返跑了，
停
电回复也越来越及时了，
服务水平确实有所提
升！
”11 月 12 日，
囯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
“甘孜公司”
）开展客户优质服
务问题电话回访时，
客户蒋先生由衷地称赞，
客
户的认可是甘孜公司交出的一份答卷。
近年来，
甘孜公司独辟蹊径，
从提升服务水
平出发，
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客户资源，
拓展用电
市场，
精细内部管理，
巧做提质增效
“加减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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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挖潜增效促发展
“汇报启委会，
220 千伏金麦线、
220 千伏麦丰变电
站已投运完成，
进入试运行阶段”
。
2020 年 6 月 13 日，
经
过 43 小时鏖战，220 千伏麦丰变电站用户工程顺利投
运。
220 千伏麦丰变电站用户工程是为满足甘孜州长河
水电消纳服务有限公司厂区用电负荷需求而建设的用
户专用变电站，
变电容量360兆伏安，
是公司目前用电负
荷最大、
电压等级最高的水电消纳示范区用户变电站。
甘孜公司为保障客户合理利益，尽快投产，及时
参与并享受甘孜州水电消纳政策，严格履行优化营商
环境的工作职责，探索环节、时限压降方式，组织专人
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全力助力用户推进用电接入事
宜。自 4 月用户提交用电申请后，第一时间响应客户需
求，快速高效推进接入系统方案审查、设计审查、中间
检查及竣工验收等各项工作，并主动积极协助用户办
理消防和质量监督手续。在完成项目验收、质监、缺陷
整改、调度并网协议和供用电合同签订后，甘孜公司
立即组织专家召开启委会，
助力用户投运。
甘孜公司在用户投运过程中主动服务，
积极协助，
仅用时2个月就完成甘孜州长河坝水电消纳示范区从项
目启动到投运的工作，
业务办理效率受到客户高度赞扬。
甘孜州长河坝水电消纳示范区的投运标志着甘孜州将
更好的利用甘孜州水电资源优势，
推动水电资源优势向
经济优势转变，
预计全年消纳电量达 10 亿千瓦时，
持续
为州内创收。
甘孜公司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拓宽用电市
场的同时，
也有效助力甘孜州经济发展。

强化现场服务
精细管理降成本
甘孜公司一面做“加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
宽用电市场，一面做“减法”，通过不断提升现场服务
手段，精细公司管理降低成本。
“发现缺陷后，我们可以及时处理，不用再像以前
那样等待检修人员，既加快了恢复供电的时间，也节
约了生产成本。”甘孜运检班负责人吴科在 35 千伏赠
科站处理完一起电缆头击穿缺陷后，感慨地说道。
近年来，随着“新甘石”
“ 川藏联网工程”
“ 电力天
路”等工程的陆续建成投运，甘孜公司电网规模陡增，
加上运维半径过大、
缺员严重等现实难题，
为设备后期
运行维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按照原有的管理模式，
运
维、
检修人员分离，
运维人员发现故障后要等待检修人
员从康定出发前去维修，
路途遥远、
天气恶劣等客观因
素常常使抢修时间延长，
百姓复电时间也无法保证。
为提升现场服务手段，提高客户用电感知。甘孜
公司在囯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的指导下，结合甘孜北部
地区地理环境和人员结构特点，因地制宜，在甘孜县
组建了首个运维、检修一体化班组。甘孜运检班成立
后，将检修半径由 550 公里缩短至 170 公里，车程由
9.7 小时缩短至 2.3 小时，消缺效率提升了 3 倍，成本下
降了 83%，有效解决了公司人员不足、检修半径过大
等难题，既提升了现场服务水平，客户用电感知，也提
升了公司精益化管理水平，
降低了成本支出。
甘孜公司充分认识自身优劣势，稳步提升供电服
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与服务手段，健全服务举措，丰
富服务渠道，在甘孜州内构建一个良好的供用电生态
链，为藏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提供电力保障的同
时，也全力拓展用电市场，提升自身经营质效，确保公
司持续稳定发展。

情系三区三州，
助力深度扶贫。肖顺华 摄

铁塔银线架高原
照亮藏家致富路
施工人员正在塔上作业。田海 摄
◎黄丽 文/图

8 月 19 日 ，康 定
110 千 伏 东 关 变 电 站
内，十余名工作人员喜
悦地看着后台监控屏
上正常运行的各项数
据，终于放下了为东关
站改造疲惫的心。康定
110 千 伏 东 关 变 电 站
于 1985 年建成，35 年
来保障着康定城区的
电力供应。为了让东关
变电站适应日益增大
的客户用电需求，5 月
13 日 ，东 关 变 电 站 改
造工程拉开帷幕，经过
96 天 的 紧 张 施 工 ，终
于顺利完成改造。
近年来，随着甘孜
州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电力在百姓的生产
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
也越来越重要，而十年
前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还有 20 多万农牧民仍
然没用上电，只能靠点
酥油灯照明、烧牛粪取
暖。这十年来，国家电
网的电力人以“电亮高
原”为己任，下大力气、
花大价钱进行电网建
设，为康巴藏区架起了
一条条“电力高速路”，
让雪域高原走上“致富
快车道”
。

电力
“明珠”点亮高原
5000 米以上的高原，建设者们是在挑战生
命禁区，超越生命极限，但是我们仅用 6 个
月的时间就完成建设任务，创造了高原电力
建设史上的奇迹。”这个工程虽然已经过去
了 8 年，但是参与过工程建设的电力员工林
桃现在提起来还是倍感自豪和骄傲。
2014 年 11 月 20 日，投资 66.3 亿元的
“川藏联网”工程举行投运仪式，2 万余名电
力工人在高原奋战 8 个月，工程提前半年竣
工，让西藏和四川甘孜 145 万藏族群众用上
稳定、可靠的电力。
2015 年 6 月 30 日，甘孜“电力天路”及
无电地区建设工程的建成投运让四川省最
后一批共 18.86 万人告别无电历史，该工程
总投资约 186.79 亿元，其中 35 千伏及以上
电网项目共 101 项，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总投
资 38.8 亿元，
涉及 200 个乡、791 个村。
甘孜地区“十二五”以来完成电网基建
投资 274.05 亿元。其中 500 千伏投资 150.7
甘孜运检班冒雪赶赴 110kV 色达变电站开展抢修工作。 亿元，220 千伏投资 21.41 亿元，110 千伏投
资 32.07 亿元，35 千伏投资 26.07 亿元，10
甘孜藏族自治州作为四川最大的藏族
曾经的他和大多数石渠百姓一样，是一名游
千伏及以下投资 43.8 亿元。新建 500 千伏变
聚居区，很多地方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
牧民，逐水草而居，他对缺电的历史仍然历
电容量 1108 万千伏安，线路 2230.3 公里。
落后，由于历史原因，曾经缺电是甘孜州政
历在目，
“ 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国网电会
220 千伏变电容量 105 万千伏安，220 千伏
府和百姓心里的一个痛。
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
线路 535 公里，110 千伏变电容量 119.75 万
“曾经的石渠县电力严重不足，一到冬
2012 年 9 月 19 日，公秋称里从来没有
千伏安，线路长度 1565.58 公里，35 千伏变
天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让这里变成一座空
想过的事情成了现实。投资 32.15 亿元的“新
电容量 35.67 万千伏安，线路长度 2425.4 公
城。留下的藏族群众也只能忍受着黑暗和寒
甘石”联网工程竣工投运，从此甘孜州西北
里。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18699
冷。”46 岁的公秋称里是石渠县色须镇红旗
部电网告别长期孤网运行的历史，正式并入
公里。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配变容量 66.19 万
一村的村长，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石渠人， 国家电网。
“ 这个工程建设地点大多在海拔
千伏安，
电网规模跃居省第二。

从
“用上电”到
“用好电”

水电消纳示范园区。

水电消纳示范园区。

“自从去年国家电网进行农网改造以
来，我们这个温泉澡堂晚上也可以亮亮堂堂
地营业，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我们的生活
也会像温泉的生意一样，越来越红火。”四川
甘孜州道孚县各卡乡农普村的村民多吉她
姆谈起农网改造以后给自家带来的变化，笑
得合不拢嘴。
各卡乡农普村是“三区三州”中的“四川
藏区”，位于四川西北部，距离最近的道孚县

城 27 公里，全村共有人口 68 名，是一个传统
的农耕地区，村里百姓主要依靠种植青稞、
小麦等农作物为生，2017 年全乡的人均收
入仅为 4342 元，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在 2018
年进行农网改造升级之前，农普村由于供电
半径长、电力设备陈旧等原因，供电质量低、
电压不稳定等问题让村里的用电一直很困
难。2018 年，在“电力助推扶贫攻坚工程”
中，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投资 83.3 万元，新

建 10 千伏线路 5 公里，安装变压器 2 台，为
农普村解决了用电难的问题。
随着电网建设的不断竣工投运，
“ 用上
电”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但是由于历史遗
留原因，像农普村这样无法保障供电质量的
的村子还有很多。国网甘孜供电公司通过
“中心村改造”
“电力助推脱贫攻坚”
“三区三
州”等各种电网建设来改善群众用电质量。
仅“三区三州”农网改造攻坚这一项工
程，就将改善 2.7 万户、10.3 万农村人口用电
质量问题。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电网供电可靠
率将达到 99.8%；综合电压合格率将达到
97.9%；
户均配变容量不低于 2.14 千伏安。
“以前家里电不好，有时候晚上连灯都
点不亮。现在电好了，我正在装修自家的三
层楼房，准备以后开个茶楼。”得益于“三区
三州”工程，家住理塘下坝的村民泽仁翁青
高兴地说道。
越来越多的酒店和民宿在充足稳定的电
力保障下拔地而起，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
来旅游观光；
甘孜州特色的松茸、
羊肚菌等产
品通过冻库或烘干机保存，增加农牧民的收
入；学生通过电脑网络接触到更为广阔的世
界，
因此改变命运……供电质量的改善，
为甘
孜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
基基铁塔高耸入云，条条银线飞架南
北，清洁、稳定、充足的电力供应为甘孜州的
发展提供了保障，也必将助力甘孜州谱写宏
伟壮丽的致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