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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电支撑”    服务新发展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优质服务侧记

张鑫：从“无知者”到“无畏者”
□韩雨格

退伍转业，从一个对电力行业一窍不
通的“门外汉”，变身成为对各种技能无
比熟悉的“行家里手”，他凭借着一股不
服输的闯劲儿和在基层 30 年摸爬滚打
积累下的宝贵经验，不仅做到了对基层
变电站、生产部、营销部、发展建设部的
业务样样精通，还荣获兴安盟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成为同事竞相看齐的好榜样，
他做到了从“无知者”到“无畏者”的完
美转变。他，就是国网突泉供电公司发
展建设部主任张鑫。

“不能什么都问别人，要逐渐变成别
人有事都问你”

“无知者”有畏。1992 年，退伍后的
张鑫走上了电力岗位，开始接触一个全
新的天地。陌生的领域、匮乏的知识，让
一切从零开始的张鑫急切地想用最短的
时间成长。于是，在基层变电站工作的 9

年，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白天，他跟着
老师傅身后，默默地记下业务要领；晚上，
在站里昏黄的灯光下，他一遍一遍地翻
看电力书籍；一有厂家的技术员到来，他
总是热情地沏茶倒水套近乎，只为多学
点技术。光阴不负追梦人，凭借着勤奋、
执着、努力，他硬生生地从电力行业的

“门外汉”，变成连电力专业同事都艳羡的
“行家里手”。

曾经，为了绘制出一本突泉县电网
图集，他挎上背包、蹬上旅游鞋，就开始
走街串巷，详细了解每一条线路、每一个
变电站的精准位置，还深入村屯，爬山过
河，详细了解每一个乡镇的电网情况。
如何把烙印在脑海中的电网图绘制出
来？时年 40 岁的他，选择去县里照相馆

“偷师学艺”，硬是学会了如何用 PS 绘制
地图。最后，历时 2 个月成功绘制了 10
张电网地图，形成完整的《突泉县电网图
集》，这些由张鑫绘制的电网地图一直沿

用至今。
此外，张鑫还积极主持突泉县电网规

划建设，用了半年时间调查了解了突泉
县电网现状、基本情况，多次去政府相关
部门了解地方政府的规划，初步搭建起
突泉县电网发展框架。

 凭借着认真好学又执着能干，在基
层摸爬滚打了近 30 年的张鑫，成了妥妥
的“老师”，有不少同事向他请教如何锤
炼技术、干好工作。

“遇到困难就认真对待，哪有人攻不
下的‘山头’啊”

为发挥劳模作用，带动身边的职工开
展科技创新工作，2013 年国网突泉供电
公司组建了以张鑫命名的“鑫鑫劳模创
新工作室”。“名师”张鑫正式开始带徒。

“年轻人不要拘泥于眼前的工作，一定要
多多学习新技能”成了张鑫对徒弟们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张鑫的带领下，30 人组成的鑫鑫

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成果接连不断，“带
电巡视仪”“多变比互感器”“穿刺线夹
应用”等项目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带
电巡视仪”研制项目还获得内蒙古电力
行业 QC 成果三等奖。

张鑫自己还创新发明了“五步法降
损”，他以降低配电网电能损耗、提高企
业经营效益为目标，创新提出“一个明
确、两个对比、三个查找、四个分析、五个
治理”的工作方法。通过“五步法降损”，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低压损失率和 10 千
伏综合损失率明显下降，2021 年预计年
少损电量近 1200 万千瓦时，为企业增加
经济效益 200 余万元。同时，线损管理人
员的工作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各专业
人员的工作思路有了新的拓展。

当张鑫被问道，咋就能获得这么多荣
誉时，他嘿嘿一笑说：“咱干工作就是听
话，干什么就要干好，遇到困难就认真对
待，哪有人攻不下的‘山头’啊。”

□李健萍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紧跟国家重要
战略部署，加快推进电网规划建设，持续
巩固提升农村电网，提升供电服务质量，
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积极推动构建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
网企业、服务突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强电力支撑。

1-7 月份，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3890.53 万元，售电量
完成 2.35 亿千瓦时，电费回收 1.31 亿
元，回收率完成 100%; 同期线损在国网
蒙东电力排名前十、兴安第一 ;1-7 月
未发生服务投诉，供电质量类投诉压降
73.33%。

  
提升服务水平 当好优化营商环境

“店小二” 

“现在办理这么方便了呀，都说万事
开头难，我创业开头就顺！”突泉县杜尔
基镇聚鑫纸制品厂法人郭福对现在办理
电力报装的顺利和方便赞不绝口。当郭
福拨通哈拉沁供电所电话询问办厂安装
三相电的事宜时，供电所工作人员耐心
地为他讲解了国家电网对各类企业“三
零”“三省”现行政策。又第一时间派人
上门为郭福进行了现场勘查并拟定了供
电方案，按各时间节点完成了用户三相
电接通工作，郭福的纸制品加工厂顺利
建成投运，听着机械轰鸣运转，郭福脸上
乐开了花。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大
力推广“阳光业扩”“三零”“三省”等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在流程上做减法，在
服务上做加法，通过提供更多的优质电
力服务架起电力人和用户之间的“连心
桥”。不折不扣落实国家降电价要求，精
准足额传导复工复产红利政策，累计减
免电费 479.4 万元。规范用电报装收费
行为，进一步压缩办电时长、简化办电环
节，对大中型企业客户办理环节压减至
4 个以内，居民用户实行“三零”服务的
低压非居民用户用电报装压减至 2 个环
节，未实行“三零”服务的低压非居民用
户用电报装压减至 3 个环节。利用互联
网渠道，推广网上国网 APP 办电，方便
客户在线办理业务。开展上门服务，“一
站式”服务、网格化服务，实现网格化全

过程跟进，减少客户往返营业厅次数。
 
做强电网建设 做好乡村振兴“保电

员”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在电网建设上
求“坚”，做到网架强、电能优。十四五期
间计划投资 12.24 亿元，规划建设以平
川 500 千伏变电站为基地，以突泉 220
千伏、福兴 220 千伏变电站为主电源，
多个单环网和链式的网架结构，10 千伏
配电网联络率超过 70%。完成 2021 年
4975 万元农网工程物资匹配及“三个项
目部”的建设工作。赛银花园区电力设
施经过沟通，已将 712 万元改造费纳入
2022 年电力工程。2021 年大修技改共
11 个项目，总投资 410 万元。完成 11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项目可研审核、
109 项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单体工程，总
投资 7103 万元。电网运行更加经济灵
活，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电能质量得到
根本改善，彻底告别低电压。为地方经
济发展提供优质电能保障。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国网突泉县
供电公司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农村农业现代
化发展提供“充足电”。“以前 50 块钱一
亩地都没人包，现在 300 块钱你都包不
到！”突泉县杜尔基镇杜尔基村村书记
张显文骄傲地说。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

在杜尔基村打了 42 眼机电井，有 200 多
户农户受益。“现在亩产能多个 500 多
斤，一亩高粱就能收 3000 元，我们腰包
都鼓了起来！” 

推进用能电气化 争当节能提效“先
行者”

“我每天上下班都坐公交车，新的电
动公交车噪音小还舒服，真是节能又环
保！”3 路公交车的老乘客王雪高兴地
说。如今，在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的帮
助下，一辆辆绿色的新能源智慧公交车
穿梭在突泉县的大街小巷里，这种最经
济、最环保的出行方式成为突泉县老百
姓的首选。

2021 年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落地
实践国家电网战略，当好碳达峰、碳中和
实践的引领者、推动者、先行者，加快构
建内蒙古绿色电力双循环。打造清洁能
源优化配置平台，全力推进电网调峰能
力建设，提升清洁能源并网消纳支撑能
力。全力推进电气化，推动全社会节能
提效。大力拓展电能替代，推动工业、
交通等电气化发展，加强充换电设施建
设运营、助力电动汽车发展；实施乡村电
气化提升工程，推进“以电代煤”清洁供
暖；积极拓展综合能源服务，提高终端能
源消费电气化水平。在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上精准施策，深入推进城乡全域用

能电气化、清洁化能效服务。上半年完
成电采暖电量 135.27 万千瓦时 , 增长率
79.12%; 新增电采暖面积 0.0605 万平方
米，电能替代完成 150 万千瓦时，完成 4
个充电桩的改造，完成充换电汽车电量
20.91 万千瓦时。

7 月 9 日，在兴安地区首场县域基层
用能推介活动上，国网蒙东供电服务监
管与支持中心围绕最新能源政策和用能
技术，在突泉县宣传电采暖、能源托管等
用能技术，介绍了清洁供暖、能源托管、
全电厨房等典型场景及解决方案，现场
便有 3 家单位纷纷表示了合作意向。“听
了专家的讲解，我认为清洁供暖、全电厨
房和屋顶光伏技术非常适用于我们的正
在新建的商场，希望各位专家可以到我
们现场实地踏勘。”突泉县新世界购物
广场负责人说。 

持续加大电网投资力度 ; 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提升供电服务均等化水平 ;
拓展电能替代广度深度，提高全县电气
化水平 ; 建立全网协同、主动防御、智能
决策的管理体系，从最优角度出发全面
提升电网整体互供互济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将践行“人
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全心全意做
好供电服务工作，牢固树立“供电服务
产品”理念，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
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阔步前进，再
创新的辉煌成绩 !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宝石供电所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
利用业余时间为农户晾晒玉米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员工深入用户侧检查用电设备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对春耕用户进
行安全用电宣传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开展用电宣传活动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开展 66 千伏变
电站集中检修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深入园区对 10 千伏线路进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