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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电网智能化改造升级，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城
市品质形象，国网枣庄供电鼎源公司计划对110千伏北辛站10
千伏16伦达1线、110千伏善国站10千伏26市府线等6条线路
进行改造。该改造项目涉及滕州市状元府、通盛花园、苹果园等
小区及2个村居，同时还涉及滕州市政府、法院及公安局等政府
单位重点客户，针对以上居民住户多、政府机关多的实际情况，
为全力保障线路改造地顺利进行，保证施工安全、施工进度，最
大程度上减少客户停电影响，公司组织人员提前进行现场勘查。

针对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该公司党支部结合项目成立防
疫复工党员突击队，充分运用“党员服务队+项目”载体模
式，深化“两队一区一岗”建设，将“三亮三比”、“三无”活
动与岗区队建设紧密融合，加强安全管控，确保安全生产万无
一失。 （曹欣 张春雨）

枣庄供电鼎源公司
“疫”不容辞 稳推重点工程进度

日前，枣庄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云签约仪式举行，台儿庄区
48亿元项目实现“云签约”。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台儿庄客户服
务分中心落实保电措施，确保了会议期间安全可靠供电，这也是
该中心疫情防控不放松，将贴心服务落到实处的具体表现。

针对本次项目签约仪式“不碰面”的形式，该中心超前组
织对活动现场的 10 千伏开关、线路等设备进行了巡视、消
缺，对线路负荷进行了测量，对涉及到的主供低压线路、环网
柜、配电箱、开关等设备重要场所用电进行了全面检查，及时
排除设备运行隐患。活动中，增派了保电工作人员现场服务保
电，加强重点线路的不间断巡视，提前安装调试发电机车，确
保了签约仪式安全可靠用电。

同时，该中心也将以此次签约仪式为契机，牢固树立“超
前服务”意识，跟踪服务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积极开辟业扩服
务“绿色通道”，简化办电流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
建设提供优质高效全方位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
投产、早见效。

随着企业陆续恢复生产，该中心根据复工复产企业跟踪计
划和用电负荷等，科学制定疫情防控专项保供电方案和特巡维
保措施，实施“一手抓供电保障，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方面
全力做好政府机关、重要医院、隔离防控点和疾控中心的用电
保障，一方面主动联系沟通复工复产企业，开展服务走访、技
术咨询，帮助企业对用电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实行

“一站式服务”，全力帮助企业解决用电困难，为企业复工复
产、抗击疫情提供坚实的用电保障。 (贾广立)

贴心服务落实细 疫情防控不放松

“感谢你们多次到企业服务走访，解决了我们复工用
电问题……”3月18日，青纺联（枣庄）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部部长邱军丰对带队深入企业走访的国网枣庄供电
公司台儿庄客户服务分中心营销管理人员表示感谢。

青纺联（枣庄）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纤维纱
线面料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服装加工、批发、零
售，纺织原材料销售，纺织设备、安装、调试服务及货
物、技术进出口等业务。当天，在该公司纺织生产车间
里，用电检查人员孙岩碩、李浩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对接
了解用电需求，再次宣传公司“抗疫情、保供电、为人
民”十项护航举措，主动协助企业开展用电设备特巡，
协助企业进行用电分析，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批次，
用好峰谷电价优惠政策，降低电费支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该中心全面贯彻落实国
家电网公司和省市公司降低用电成本政策，降低工商
业用电成本，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全力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进一步缓解了全区复工复产企业的经营压力，
真正让享受政策的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据悉，
该中心已对17家企业办理暂停手续，累计减收基本电
费 266 万元。对从事经营活动所需的用电、用气、用
水等客户实行“欠费不停供”，暂未收缴电费 266 户，
合计125.46万元。对“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且不
属于高耗能行业的用户按原到户电价 95%结算，合计
退补电费131.18万元。

该中心认真贯彻落实“抗疫情、保供电、为人民”
十项护航举措，主动与复工复产大客户对接，了解企业
生产安排、征询企业用电需求，协助企业进行设备检查
排查。同时，精心优化分层次保电方案，对重点防疫保
电客户指派专人提供技术指导，对复工复产企业相关电
力线路加强巡视和隐患排查，密切监控供电设备，近期
已处理线路树障等隐患22处，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了
良好条件。 (贾广立 摄影报道)

枣庄供电公司台儿庄客服分中心
主动登门服务保障复工复产企业安全用电

枣庄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山东—河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
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今年1月4日并网投运。其中，枣庄
境内特高压输电线路65.5公里，共143基铁塔，途径滕州市和
山亭区共10个乡镇。随着复工复产和春耕全面铺开，特高压
走廊热闹起来，一天一次的防护特巡就此展开。

3月18日，在1000千伏特高压曹湖线第396号至397号
塔线路走廊，山东枣庄供电公司组织京台高速扩建施工点和春
季大棚种植区特巡，设标志，发传单，复测安全距离，确保复
工复产和春耕安全有序推进。 （鞠同心 摄影报道）

3月17日，经过枣庄供电公司山亭客户服务分中心变电检
修全体施工人员的连续奋战，按计划安全高效完成110千伏朱
山变电站设备检修首个春检项目，标志着该中心春检工作全面
启动。

为打好抗击疫情春检项目施工第一仗，该中心按照上级公
司规定，对参与施工人员进行了严格筛选隔离和集中培训，对
春检四大措施、疫情防控知识和施工现场有关规定进行全面培
训和考试，严抓严管施工现场安全、施工质量和疫情管控，明
确责任落实，严格现场纪律，强化到位监督检查，确保施工安
全进度和疫情安全。110千伏朱山变电站此次检修任务包括设
备防腐、避雷器防雷预试等项目，共检修35千伏PT、避雷器
4组，二次消谐装置1台。今年春检，该中心共涉及主配网项
目27项，其中主网4项，配网23项，主网项目包括朱山、山
亭等变电站开关小修预试、刀闸防腐、线路避雷器轮换试验等
任务；配网包括10千伏供电线路新建、配网技改大修、市政
迁改等工程。 （于绍迎 摄影报道）

日前，国网枣庄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收到鲁南大数据中心
感谢信，感谢该室营销服务人员疫情期间的上门服务，指导他
们科学合理用电，累计节省电费198万元。

据了解，鲁南大数据中心是枣庄市着眼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顺应“互联网+”、助推“智慧城市”而建设的重大信息
基础产业工程，总投资30亿元，被省政府评为“绿色数据中
心”和大数据产业集聚区。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3家运营商已全部参与，枣庄被认定为“宽带中国示范城
市”。鲁南大数据中心建设初期，配电运检室新建2条10千伏
专线及2台环网柜，积极配合建设了110千伏复兴变电站，充
分满足了该重点项目的长期用电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配电运检室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安排专人多次走访上门服务，了解该项目用电需求，
并帮助其排查设备隐患，并对专用供电线路、设备进行测温特
巡，保障其安全可靠用电。同时营销专责还积极帮助该企业优
化电费成本，评估用电情况，指导其将基本电费计算方式调整
为按实际需量计算，比原来每月节省37万余元。此外，营销
服务人员还第一时间把国网公司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等政策红利传导给企业，按95%收取该企业电费。
上述两项共计为其节省电费198万元。 （孟祥恒）

枣庄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
减少重点项目用电成本获好评

欠账还钱，天经地义。
接到小区 1.6 万元的电费欠账单，鲲

鹏公寓业主委员会主任张加强心急火
燎，恨不得当天清。可是，突如其来的
疫情，封了小区闭了户，家家都不出
门，一下子击垮了他沿袭数年的摆摊收
费模式。

一户一户去收？178 户，麻烦不说，
好些户被疫情阻在了外地，还真的收不上
来。自己垫付？普通工人一个，也真没这
家底。可是，欠费就要停电，一旦停了
电，小区不得炸窝……

“欠费不停供，这是党和国家疫情期间
推出的新政策，你们下月一并交吧。”万般
无奈之下，张加强硬着头皮将电话打给了
枣庄供电公司，得到的回复让他如释重
负，感谢不已。

转眼一月过去，又来了 1.3 万元新电
费。虽然疫情仍未结束，张加强不敢再
拖，早早在公寓传达室摆摊收费。很快，
他先付清了1.6万元电费。

3 月 23 日一大早，正在收费的张加
强，一抬头看到了两位“红马甲”。枣庄供
电公司配电运检室营销专责王强和客户经
理孙思斌，身穿国家电网共产党员服务队
队服，催费来了。

“还剩3523块没收上来，共12户。今
天再收不上来，我就挨家挨户去要。”张加
强边解释边叹气，“这月主要是疫情防控卡
点用去好几千度，每户分摊十来块，都提
意见。”

可不，鲲鹏公寓听着“高大上”，位置
也处于枣庄市高新区兴仁办事处繁华地
段，可小区里却满是问题。这是在一破产

企业厂房上建起的商业小区，上房后开发
商失联，留下水电暖煤气等一堆没有直供
的“烂尾”。十二年过去了，物业走马灯似
的换，问题一个未解决，成为高新区92个
社区唯一的“老大难”，直到三年前小区自
己选出业主委员会。

“有本事的户都搬走了”，张加强三
十出头，小区一上房就搬了进来，结婚
生子，住出了感情，属于小区为数不多
的年轻人，凭着热情干起了业主委员会
主任。三年来，他和小区住户一起集资
想办法，成功将暖气改成了直供，可每
月如期而至的电费，却把他折腾得不
轻。

“要是没这不停电的好政策，这次真得
撂挑子。”张加强表示。

“说是在城里住高楼，用电比山村还落

后。”一大妈买菜归来，立即情绪激动地加
入讨论。

“这是开发商当年留下的问题，如果整
改改成一户一表，就好了。”王强边宣传政
策，边推荐“网上国网”,“到户电价每度
0.5469元，比你们现在交的每度0.61元要
低，到时候手机就能交费……”

好话动人心，不少住户聚拢来。
“按你说的，我们拿一点，供电出一

点，如果街道再补贴一点，这问题就彻底
解决了。”一中年男子当场算账。

“就跟你们改暖气一样。”王强当场确
认。

“都说这小区没人管，人家供电公司怎
么就总上心，这叫负责任！”看大门的老爷
子经多见广，一句话说到了大家心坎里，
掌声现场响起来。

掌声现场响起来
——枣庄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上门服务侧记

鞠同心 孟祥恒

巡检特高压确保复工复产和春耕安全

枣庄供电公司山亭客服分中心
严管严控安全高效完成首个春检项目

“退还二月份已收电费1089.91元，优
惠 三 月 份 电 费 1547.15 元 ， 总 共 优 惠
2637.06 元，全部是九五折，请清点收
好。”3月26日，在枣庄供电公司高新营业
厅，前来交费的善利元超市负责人鲁卉收
到退费，又惊又喜，点赞不已。

在滕州，像善利元一样享受到九五折
电费的企业共有14.6万户，全部是非高耗
能大工业企业和一般工商业企业，仅3月
份电费优惠数额就高达1520万元。其中，
单户享受电费优惠最高达47.7万元，最低
为几块钱或几毛钱。

“以最快速度、最有力行动，将抗击疫
情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红利落实到每一个
客户。”枣庄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张爱祥表示，他们始终高举“人民电业为
人民”的企业宗旨，积极向枣庄市委书记
李峰和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爱作专题汇报
国家电网公司30项举措、山东省电力公司
10项护航举措，利用企业复工电力指数对
企业进行大数据分析，为急需复工复产的
大工业和中小企业送去动力和支持。

九五折电费利好，惠及14.6万户，节
支7800万元。这执行的是《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阶段性降低工商业用电价
格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要求，自 2

月1日至6月30日，全市高耗能行业以外
的工商业用户计收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
电价水平的95%结算。他们迅速开展符合
条件的客户梳理工作，核定符合政策的
14.6万余户客户清单，预计疫情期间为全
市客户节省电费支出7800万元。位于峄城
经济开发区的山东汉旗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3年，是峄城区新旧动能转换的头
号企业，也是当地全力打造中国“芯谷”
的领头羊，突如其来的疫情滞缓了企业奋
进的脚步，每月 2.3 万元的电费利好让企
业喜出望外。“缺人才缺资金是我们当前面
临的最大问题，任何助力都是雪中送炭。”
汉旗科技公司总经理刘本强表示，他们于
2 月 11 日复工复产，目前已经满负荷生
产，“别看只有2.3万元，可通过企业生产
线会迅速翻倍翻番，转眼赢来的，就是23
万，甚至230万。”

两部制电价利好，惠及 400 多家企
业，节支900万元。这执行的是《山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严格执行疫情防控
期间支持性电价政策的通知》要求，他们
逐一登门对接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对用
电负荷需求明显减少或停产的企业，将用
电设备暂停延长、续停等业务办理时限由
5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对执行两部制电价

的客户，协助客户评估用电情况，引导客
户优化调整基本电费计费方式。一化工厂
因受疫情影响一直无法开工生产，枣庄供
电公司第一时间为企业报停其容量为5000
千伏安变压器，仅2月份就为客户节省基
本电费 6.1 万余元。目前，他们共为全市
400余家企业用户办理暂停、减容及改类
业务，预计疫情防控期间为全市高压客户
节约电费支出约900万元。

“欠费不停供”，不收取违约金，惠及
3.14万户。疫情防控以来，枣庄供电公司
严格按照全省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用电用气
用水“欠费不停供”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要求，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
实行“欠费不停供”，不收取违约金。据统
计，截至目前。全市企业欠费客户达到
3.14万，欠费金额高达1092万元，其中，
高压客户 264 户，低压非居民客户 3755
户，低压居民2.74万户，全部保持正常用
电。协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高新区一
公寓，也是全市为数不多的弃管小区，2
月电费 1.6 万元全部拖欠未交，可小区里
的 178 户居民至今保持正常用电。进入 3
月份以来，小区居民过意不去，早早行

动，将欠费和新发生电费共 3.9 万元一起
交到了枣庄供电公司。

东风绽放“红包雨”，大小企业俱欢
颜。

昊天机械制造公司优惠2.21万元，佳
程橡胶工业公司优惠4.36万元，正凯新材
料公司优惠 10.11 万元，刘岭铁矿公司优
惠 16.81 万元……工业园区的企业老总们
笑了，带领员工，全力加大马力复工复产。

大大小小门面商铺的老板们同时收到
了“红包”:孙莉门市收到37元，高兴龙
的门市收到66元，卢金山的门市收到6.26
元，刘彪的门市收到4.17元……“不在钱
多少，贵在鼓励大，给了我们继续坚持的
信心。”刘彪说出了众多小微企业的心声，

“别看现在人少冷清，过几天一定红红火
火。”

据枣庄供电公司统计显示，他们共为
全市符合阶段性降价政策的客户节省电费
支出7800万元，为执行两部制电价的客户
节约电费支出900万元，保障3.14万欠费
客户正常供电，为全市企业复工复产平添
动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爱作对此专门
做出批示，分管副市长邵士官专程到枣庄
供电公司调研具体情况，双双予以高度评
价。 （通讯员 鞠同心）

电费打九折 欠费不停电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发出8700万元电费“红包雨”

3月24日，滕州市委市政府召开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会议，
共有中国光大美铭康养温泉小镇、枣矿智慧物流产业园二期、
百特电器年产 370 万台小家电项目等 15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对此，枣庄供电公司滕州客户服务分中心彩虹共产党员服
务队分别现场值守，确保重点项目顺利开工。

疫情当前，一次集中开工15个重点项目，这是滕州市政
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枣庄供电公司滕州客户服务分中心
提高政治站位，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保电工作专班，统
一调度指挥保电行动，及时协调处理活动期间发现的困难和问
题，严格人员筛查，抽调骨干力量，组成15支彩虹共产党员
服务小分队，现场值守保电，确保活动万无一失。

滕州客户服务分中心精心编制保电方案，备足各类防疫物
资，做好安全防护，提前对有关线路设备进行巡视检查，消除设
备安全隐患，并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同时，该中心加强重点场馆和酒店的保电值班工作，重点场
所专人蹲守，落实保电责任，调配多辆应急电源车停放在重点场
馆、活动现场，应对突发用电故障，做好随时切换电源准备。

为确保项目集中开工用电安全可靠，该中心要求各保电人
员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工作作风、周密细致的技术措
施，做好事故预想和防疫安全措施，沉着应对、快速反应、及时
处置，在各自岗位做好电力保障工作。15支保电小分队必须提
前勘查保电现场，熟悉现场系统接线、联络接线、负荷情况、负荷
性质以及应急联系方式。发电车进入现场，接线完毕后，应进行
开启试验，确保正常。对电压、保护投入、发电机接入情况进行
重点检查，防止出现任何疏漏。 （徐同超 摄影报道）

枣庄供电公司滕州客服分中心
成立工作专班确保滕州1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用电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电力电力在行动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