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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国企的担当　责任的力量



本杂志企业形象宣传、产品广告业务由广西南宁桂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策划、承办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严峻的电力供需形

势，玉林供电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带领

全体员工以“事不避难、求成必胜”的干劲，扎实推动改革

发展、生产经营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为“十四五”良好

开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站稳政治立场，增强“党的领导”的认同感

通过党史学习来教育队伍、凝聚人心，高效推进抓落

实，领导干部“带头学”，支部、党员“深入学”，实现专

题学习全员覆盖、专题培训走深走实、专题宣讲丰富多彩。

高标定位抓实践，扎实开展五个专项实践活动，通过党员安

全示范岗、党员安全责任区、支部建在项目上等特色实践深

化“先锋+安全”“先锋+服务”“先锋+基建”行动，开展

好思想、作风、实践“三个特色行动”，切实推动学习成效

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坚持讲好“党的领导”这个大道理，做好“深度融合”

这篇大文章，盘活“队伍建设”这个大棋局，不断激发企业

发展的红色引擎。网区负荷首次突破200万千瓦大关，日供

电量首次突破4000万千瓦时大关，电费回收率保持广西电

网公司排名第一，“一张网”融合成效显著，党建考核连续

两年被评为广西电网公司A级，上半年累计获得“广西电网

公司2019—2021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等集体或个人荣誉

74项。

强化宗旨意识，增强“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认同感

坚守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大力推

广“三零”“三省”“三专属”服务，低压居

民、低压非居民、高压单电源新装工单平均办

理时长较自治区百日攻坚要求平均降低了60%

以上，实施“客户诉求风险研判”和“客户问

题预防解决”机制，增强人民群众电力获得

感。全力以赴服务好乡村振兴，开展农村电网

巩固提升专项行动，解决配网重过载、低电压

问题，中压客户平均停电时间同比下降44%，

低压客户平均停电时间同比下降33%，综合电

压合格率达99.4%，供电可靠率达99.87%。

主动对接玉林市“东融战略”及“四大千亿产

业”，推动玉林第三座500千伏变电站、500

千伏美林站扩建以及南玉高铁配套等19个输电

网项目纳入广西“十四五”输电网规划。坚持

生命至上，严防死守电网重大风险，成功管控

500千伏玉林站1号主变更换C相本体和2号主

变更换保护的长时间停电风险；突出“重罚重

奖”，紧盯“人”这个关键，将20条人身安全

红线、“护命”举措等纳入班前会工前会的必

讲内容，全面保障电网、设备、人身安全。

敢于担当作为，增强“改革创新”的认

同感

准确掌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规律，

坚持以改革的精神来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以更

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推动改革工作。不折不

扣承接落实广西电网公司改革硬任务，成立

14人的工作专班，分解落实134项改革任务；

梳理771个改革里程碑事项，形成改革任务清

单，圆满完成“6·30”攻坚目标。稳步推进

三项制度改革，聚焦“能上能下”，实施经

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完成四级正

副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

出，其中竞争上岗人数占比94%、空缺岗位竞

争上岗人数100%、末等退出占比9%。完成专

业技术岗位择优选聘竞争上岗，15人晋升专

业技术类岗位，专业技术类岗位竞聘上岗率

96.16%。强化职工创新意识，创新成果转化

实现零的突破，5项成果得到转化，3项发明

获得专利授权，创新工作成效显著提升。

（黄龙辉  供稿）

　　党委书记周密（中）现场指导 500 千伏玉林变电站 1 号主变检
修工作

总经理宾能菊（左一）到 500 千伏美林变电站了解电网运行情况

　　值班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好设
备停电工作

　　组织党员突击队对保供电设备进行
特巡特维

在高温下开展设备检修工作

台风过后紧急开展抢修复电

　　冰冻雨雪灾害期间运用无人机对覆
冰线路进行巡视

　　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永远跟党走 
建工新时代”活动

获评广西电网公司先进基层党组织

　　获评 2020 年度玉林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工业突出贡献企业

组织党员服务队做好春耕用电服务工作

　　派驻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获评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获评南方电网公司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青年志愿者深入街道、村屯宣传安
全用电知识

　　主动上门了解机场、车站等重要用
户用电情况

　　运用“先锋夜校”等载体提升党务
工作者能力和水平

玉林供电局：赓续红色血脉          践行初心使命



“十三五”时期，来宾合山供电局坚定不移融入地方转型发展，在
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各专业创先争优，获广西
“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来宾市先进单位等集体和个人荣誉103项，
2021年4月，来宾合山供电局再传捷报，荣获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五一”劳动奖状。

不忘初心，勇挑“责任央企”重担
全面服务地方转型发展，累计降低企业用电成本3952.77万元。服务

7个来宾市重点项目用电，配合完成110千伏望楼站建设投运，有力支持
城市发展。2020年，合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8%，主要经济指标居来
宾前列。助力合山市打赢脱贫攻坚战，累计投资3165.95万元提前一年实
现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目标。累计为低保、五保户落实优惠电政策15.2
万元、落实光伏用户补贴40.16万元。2016年合山市整体脱贫，2016年
该局获评南方电网公司扶贫开发先进集体，2019年定点扶贫工作考核获
合山市最高等次“好”。

同心战疫，提供坚强供电保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挑战与困难并存的复杂局面，该局党委团结带领全体干部员工，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划拨专

项党费2万元支持防疫，党团员自愿捐款0.5万元支持抗疫。圆满完成16个重要保供电场所的电力保障，客户先后2次来电表扬“抢
修响应快，服务质量高”。抓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严格落实疫情期间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降低用电成本
232.74万元；为25个市场化交易用户节约用电成本1174.10万元，助力企业复产率达100%。

坚强电网，挺起“合山转型”脊梁
始终将建强电网作为根本，为合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电力支撑。2020年顺利完成110千伏望楼站7条10千伏线路负荷的转移

和接入，全年基建配网项目投产率100%。合山合忻碳酸钙产业园10千伏业扩配套工程提前30天投运，满足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用电
需求。“十三五”时期，累计投资3165.95万元并提前一年实现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目标，供电能力显著增强。

创新服务模式，提升供电质效
“获得电力”水平不断提升，居民、低压及10千伏高压单电源用户报装优于国家平均水平。客户服务水平持续提高，运用客户

服务“3+4”模式，实现片区经理微信群村屯（小区）全覆盖。推广互“联网+客户服务”，完成南方电网统一服务平台绑定1.3万余
户。开展片区经理劳动竞赛，靠前流转解决客户诉求1225个；95598投诉9起，同比下降74.29%，降幅在来宾网区排名第一。

以人为本，打造人才队伍高地
储备培养后备技术技能专家12人，编制实施青年人才培育工作方案，开展培训及志愿服务活动28期513人次，青年人才在广西

电网公司县级配电自动化技能竞赛中包揽团体及个人第一，在来宾供电局用电检查、输电、党建业务、青年辩论赛等各类竞赛均获
佳绩。落实班站所长队伍激励措施，基层、实干的用人导向得到有效传递。

新时代承载新使命，新征程吹响新号角。来宾合山供电局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举措、更加过硬的作风，进一步夯
实基础管理工作，加快电网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提升服务品质，为合山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

（凌访业  供稿）

来宾合山供电局：奋进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 

　　团员青年参加合山市“珍爱地球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我示范”志愿活动

开展施工现场安全资料检查

广西福气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赠送锦旗

　　党员服务队为合山市消毒剂抽装设备
提供临时发电机电源保障

　　青年志愿者为合山市实验小学学生们
上安全用电知识课

工作人员为贫困户安装灯具

党委书记赵继宗入户了解贫困户生产生活情况

本杂志企业形象宣传、产品广告业务由广西南宁桂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策划、承办

一直以来，河池罗城供电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2021
年5月，荣获“广西电网公司五一劳动奖状”荣誉。

深度融合，党建质量显著提升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9个党支部、103名党员主动
承担责任，坚守保供电和服务的最要处、最难处、最险处，彰显党员
先锋本色，展现党员的担当。

统筹规划，保障电网安全稳定

全力做好线路运维和改造工作。2020年共完成19条线路综合治
理，86条10千伏线路基础信息收集“一张表”工作，完成配网图实
相符问题整改402项，完成464台设备检修、231台设备预试工作，设
备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此外，还顺利完成春节、疫情防控重要机构、“两会”、高考等106次保供电任务，累计出动人员4119人
次，实现保供电“零差错、零故障、零投诉”。积极推动“一张网”战略部署，抓好与新电力南丹供电公司结对帮扶工作，派出
党员先锋队助力中压线路基础信息收集“大兵团作战”，强化配网基础管理。

多措并举，精益服务

积极践行“解放用户”理念，进一步优化报装接电办理流程，全力降低客户用电成本，释放改革红利，提升客户“电力获得
感”；积极推动市场化交易，减少企业用电成本，全面落实复工复产供电服务保障举措，帮助20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为用户减
少用电成本43.91万元；落实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免费电政策，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查走访，现场确认核实信息，让
更多用户切实享受到惠民政策，诠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农网升级，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讲政治、顾大局、保民生。“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6.25亿元建设改造罗城农村电网，实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整县整族脱
贫，8.39万仫佬山乡贫困群众从“用上电”到“用好电”转变。面对自治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使命，
勇于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双寨村帮扶工作。2016年至2020年，在双寨村投入扶贫资金约45万元，捐建扶贫项目23项，修建扶贫
养牛车间、水井、垃圾焚烧池等。大力开展消费扶贫工作，为贫困户增加收入。

（王有英　全达鹏  供稿）

河池罗城供电局：喜获广西电网公司        
                                                                     五一劳动奖状 

　　开展“绽放战役青春·坚定制度自信”
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工作人员到石围古村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党员突击队对 10 千伏屯相线开展特巡

　　党委副书记吕达夫（左二）在东门供
电所检查指导工作

　　开展“聚力同行，喜迎元旦，共建幸福
南网”活动

党员在线路检修现场管控

党委书记梁伟华（右二）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指导工作

本杂志企业形象宣传、产品广告业务由广西南宁桂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策划、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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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试送仪内部设置

高频快速试送定位仪

本杂志企业形象宣传、产品广告业务由广西南宁桂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策划、承办

●直流试送仪
1.容量大，输出电流可达120mA；高压输出采用35m长高压线，接线简

单，可拖地使用；

2. 接地告警提示功能：未接好地线时，仪器无法启动；

3. 过电流保护功能：零位启动高压保护功能；

4. 高压触点功能：只有一点高压触点设计，充分保证操作人员安全；

5. 自动放电功能：合闸后高压灯亮，可开始工作，停止高压或切断电源后，

自动放电，更安全；

6. 快速抢修功能：电压表显示实时电压，保护监测表可反映出当前线路情况，

根据保护监测值可自动快速判断故障，对隐性故障也能快速判断，提高了线路

抢修效率。

●高频快速试送定位装置
该产品主要解决 10 千伏配网架空线路及混合线路故障的快速排查及准确定位，快速

恢复供电。解决了目前在配网架空线路故障查找的难题！有效的提高了现场抢修的效率，

为保证民生用电提供可靠的服务！为了能保证设备的安全性和准确性，我公司和贵港供

电局联合开展现场实验，采集数据，力争做到安全可靠准确！经过一年多在贵港供电局

的各种故障架空线路上测试对故障的准确排查及定位得到好评。达到了在电网内推广的

要求。

该产品获 2018 双创先进制造国赛优秀企业奖、2018 广西双创比赛二等奖、2018 南

宁双创比赛二等奖、南宁科学技术进步奖；电友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2017 年度广西

工商总局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制单位：柳州供电局  广西电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771-3397833  18587798620

广西电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科技周展会上
李建文副市长和科技
梁展局长指导工作

配电网故障诊断现场央视著名主持人姚雪松
为电友做访谈节目

周红波市长考查电友 自治区副主席方春明
指导工作

高频快速试送定位仪

亿电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400-1818-897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宝石路1115号宝石科技园E栋六层
电话： 0755- 86700654 传真: 0755-86700654 邮箱：ytkj00009@163.com
业务联系电话：黎经理 13978882669 黄经理 15807712982

邓经理 13737144215



·美图观赏台·

摄影 / 李高南

一溪流水秀空灵

一切为了客户  为了一切的客户  为了客户的一切

0898-68638888  13807568806

电线电缆成套开关产品

油浸式变压器油浸式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

箱式变电站

——广西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供应商推荐目录

专 业 品 质    值 得 信 赖

南宁市高照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0771-2632750
0771-2632751

坚持企业创新 , 以技术进步求发展

带补偿综合
配电箱

塑料电表箱
（多表位）变压器

亿电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400-1818-897

0755-86700654

13978882669 15807712982

青岛鼎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7×24 小时服务热线 18675537202

为客户创造价值，成为低压用电领域的引领者！

电 能 表

自主芯片       自主平台        自主结构       溯源体系

MCU计量芯片 继
电器驱动、AC-DC、
DC-DC、LDO、磁
隔、485通讯等芯片
自主研发设计

、 成熟稳定的自主计
量算法；模块化软
硬件开发平台

表壳模具自主设
计，多色及嵌件
注塑，模块化结
构设计

具备0.02级检定
装饰的研发以及
制造能力。

专业的研发团队       

先进的制造工厂     

 一流的检测水平

0771-8111215　17758688356

中桂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以服务为基础，以质量为生存

生产场地面貌

生产车间 成品展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