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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榆林供电公司

七十年电网“风光”蜕变

七十年前的榆林，水土流失严重，自然
条件差，市区往北不到半公里，满目皆是漫
漫黄沙，一年四季风沙不断。

七十年后，昔日成害的风沙烈日却成
了造福当地的可贵“新能源”，人民的生活
因电力的蓬勃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榆林已成为“风光无限”的富饶之城。

从“柴油发电”到“火力发电”
“上世纪六十年代，柴油发电很盛行，

但是油贵，也费油，发的电也不稳定，一般
人家是用不上电的，主要是一些厂子用。”
今年87岁的榆林人老梁提起很早以前的用
电记忆，只隐约记得榆林当时有个皮革厂
用上了柴油发电，那时厂房里昏黄的灯光

曾让老梁眼馋不已。
新中国成立初期，榆林市还只有小直

流发电。当地电业发展慢、延续时间长，丰
富能源未被开发。据老一辈榆林人回忆，
1951年秋，榆林开始出现交流电，一小部分
的群众用上了电灯。1957年，榆林市各地
出现锅驼机、柴油机供应发电，大的有160
千瓦，小的10千瓦，那时候的电力主要是照
明和广播。

据记载，1959年，榆林火电厂1000千
瓦1号机组投产，之后逐步开始小水电、火
电建设，从十几千瓦到数百千瓦。1969年
后，火电厂、水电站建设规模愈来愈大，装
机容量不断增加。1977年，榆林先后建成
110千伏和35千伏输电线路11条，长356

公里，建成变电站 11 座，主变压器容量
46400千伏安；建成10千伏配网线路942
公里，配电变压器容量39305千伏安。电
网雏形初具。当时水火电装机容量达到
36591千瓦，逐步取代了柴油发电机组，榆
林市12个县中有9个县通电，257个公社
（后改乡、镇）有53个供电，为工农业生产发
展提供了动力。

“1978年前后，榆林、神木、府谷、米脂、
横山实现联网供电，结束了地方性小区域
分散供电，虽然电能质量还不高，但却解决
了一些缺电问题。”当地退休老电工回忆。
那时候还拉闸限电，但当地人第一次感受
到了电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榆林电业有
了全新发展。1981年，榆林市12个县全部
通电。1983年，天（桥）—神木—榆林110
千伏主网南延至绥德，将府谷、神木、佳县、
榆林、米脂、绥德、子洲、横山、吴堡9县联入
网内运行。1985年，榆林市110千伏和35
千伏输电线路长度、变电站主变压器容量，
及6—10千伏线路长度、配电变压器容量，
分别是1977年的3.5倍、3.8倍，260个乡镇
中有179个通了电。

1985年至1999年，神府煤田大规模开
发，向北的运煤线包头—神木线路全线通
车。矿井、公路、发电厂、输电工程随之施
工，电力建设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从“用电卡脖”到“电能外送”
1999 年，首座榆林 330 千伏一站一

线变电站建成投运。2000 年，第二座
330千伏榆神变电站的投运，逐步缓解了
榆林地区的限电问题。前后持续6年的
配网大修技改使榆林市终于彻底告别限
电历史。到2015年前后，所有乡镇完成
农网改造，彻底结束了农村用电“卡脖

子”时代。
“现在的生活是一刻也离不开电了，点

煤油灯都能对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老
梁调侃道：“现在是新时代、新生活。”

榆林市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有极
为丰富的煤、气、油、盐等矿产资源。为了
高效率优化配置能源资源，2013年，特高压
电网建设在榆林正式启动，特高压电网具
备大范围、大规模、大容量的特定功能，能
够显著提高电力输送容量，增加输电距离。

目前，国网榆林供电公司承担属地协
调工作任务中特高压电网工程有6项，特高
压的全线贯通投运实现了每年就地转换原
煤1100万吨。特高压电网建设已成为榆
林实施“输电为主、西电东送、电能替代”重
大能源战略关键之举。

“以前我们的煤基本都是外送，卡车每
天排着队过来运煤，公路堵车是常事，路上
到处都是散落的煤渣，到处都是脏兮兮
的。这两年变得干净了，交通也没有以前
那么堵了，感觉好多了！”在榆林市大柳塔
镇，当地人对于特高压电网工程投运后带
来的环境改善感触深刻。

1999年到2018年，榆林市从“引入电
力”到跨入“送出电力”，从能源运输到电从
空中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电网发展迎
来质的飞跃。

从“煤资源”到“新能源”
榆林市新能源发展优势得天独厚，开

发潜力巨大。
榆林市风能资源丰富，年平均风速在

7米/秒，年有效风速小时数在6500小时
以上，具备开发建设大型风电场的条件。
太阳能资源的开发潜力也巨大，年日光辐
射总量达到5500兆焦/平方米至6000兆
焦/平方米，日照时数长及辐射量均居全国

之首。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都把透明

塑料袋套在头上，就是为了挡一挡可怕
的风沙，没想到我们的风和沙地会被利
用起来。瞧，远处那些‘风车’在陕西其
他地方可是看不到的。”在李家梁风电
场，工作人员小张指着远处上百台不停
旋转的风机，自豪地说。

茫茫戈壁，37.5米长的风机叶片在风
的带动下不知疲倦地挥动着“手臂”，那看
不见的新能源给当地生活带来不小的改
变。与一座年发电量一亿度电的火电厂相
比，风电场每年可节约煤炭3.06万吨，年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10.19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量361.32吨、粉尘排放量44吨、氮氧化物
排放量405.54吨。

近年来，为促进当地新能源实现就近
消纳，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已累计投资45亿
元用于新能源送出及电网配套工程建设。
随着电网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榆林新能源
发电送出能力将大幅度提升，更多的新能
源电力源可“直达”陕西省中部、“三华”负
荷集中区消纳。

截至目前，榆林电网内各类电厂装机
容量为1522.22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288.13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341.22万千
瓦，新能源装机容量占比41.34%，远高于全
国和陕西省的平均水平。

2018年，榆林市火电上网电量214.64
亿千瓦时，同比降低1.99%；风电上网电量
41.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86%；光伏上
网电量38.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48%。
新能源上网电量占比26.99%。截至目前，
新能源上网电量相对减少燃煤消耗252.89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29.71万吨，减少
二氧化硫排放60.70万吨。

文/陈婷婷

砥砺前行铸大道 抱朴凝心保平安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实现连续安全生产6300天纪实

10月24日，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实现连
续安全生产6300天。一直以来，国网榆林
供电公司坚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加大安
全管控力度、强化人员培训等方面强化安
全生产工作，落实本质安全管理各项措施，
不断提升优质服务，做好日常保电工作。
在该公司领导班子的科学部署和坚强领导
下，公司干部员工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铁腕
治安的安全理念，在思想上、行动上坚持党
管安全责任不放松，通过公司上下共同努
力，安全生产工作不断加强，圆满完成了迎
峰度夏各项任务，秋检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安全生产保持平稳态势。

旗帜领航 乘风破浪立“灯塔”
该公司党委结合全年安全生产工作，

把“三亮三比”“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
与公司春检春查、迎峰度夏、秋检秋查等工
作有机融合，发挥党员在“急、难、险、阻”工
作中的率先垂范作用，突出党员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和党支部战略堡垒作用，确保安
全生产工作成效突出。

该公司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带头发扬
“四坚”作风，“四坚”即在“反违章”管理过
程中“坚持常态化反违章、坚守不能违章底
线、坚定‘严是爱，松是害’的安全理念、坚
韧不拔谨记‘安全大于天，责任重于山’的
工作作风。”按照党员责任制，实施“八定”
标准化管理。“八定”即在隐患缺陷整改中，
按照轻重缓急定目标、定措施、定完成时
限、定责任部门、定责任人、定配合部门、定
质量监督人、定分管领导，充分利用“八定
管理”跟踪消缺，强化质量追究，责任追溯，
缺陷闭环，以考核促执行，有效促进了安全

标准化管理落地。各级领导和责任人发挥党
员带头作用，深入班组和现场，强化作业现场
安全督查，持卡规范开展监督检查，加大安全
监护力度，严肃查纠违章行为，加强违章问题
深层次原因分析和整改，确保反违章工作落
实到每个现场、每项工作、每个人员。

该公司要求施工现场穿戴共产党服务
队红马甲，佩戴党徽，亮出党员身份和责
任，把“三亮三比”工作融入到日常现场工
作中去，各党支部书记要带头开展“反违
章”和“零跳闸”工作，各党支部书记每月至
少下生产现场一次。各党支部、工会要及
时掌握生产一线员工的思想状况，化解反
违章与保持队伍稳定的各种矛盾，促进反
违章全面深入开展。要加强与基层员工的
沟通，采用座谈、谈心等形式了解员工的思
想动态，做好反违章保安全的思想保障。
树立人人都有反违章责任，人人都有反违
章权利，发挥党团员在反违章工作中的先
锋作用，党团员争做无违章标兵，带动身边
人无违章，带动所在班组无违章，扎实促进
无违章现场、无违章班组、无违章员工的创
建。常态化开展“五必谈、五必访”，加大对
员工人身安全和家庭幸福的关心关爱力
度，掌握员工生产生活状况，对工作上有压
力、生活上有困难、思想上有负担的员工开
展对口帮扶和心理健康疏导，引导职工珍
爱生命，杜绝违章。

行思坐筹 画好安全“同心圆”
为加强安全管理，有效减少现场违章

行为，严防发生各类事故，提升作业现场安
全管控水平。一直以来，国网榆林供电公
司根据生产、基建施工现场工作特点，不断

深化安全管理，制定下发各类现场安全管
理措施，全力确保施工现场作业安全。

该公司要求安全督察人员经常深入现
场，监督现场安全管控情况，检查各施工人
员、领导干部到岗到位执行情况和现场危
险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认真落实各级人
员职责，严防走过场。对现场违章问题实
行分层分级考核，加大违章查处力度，加强
作业人员安全管控，大力开展生产作业反
违章，全面执行生产作业安全管控标准，狠
抓生产作业、基建施工、配网改造等人身安
全措施执行落实；加强基建安全标准化建
设，完善基建质量管理制度；全过程管控外
包队伍，全面检查基建队伍12项配套措施
落实情况，坚决杜绝以包代管，确保基建过
程中各项安全风险可控、再控、能控。所有
生产、基建、营销业扩等工作现场，严格执
行高清互联智能布控球布控，进一步加大
作业现场的监督力度，确保现场“零”违章。

力学笃行 强化队伍“硬核力”
多年来，国网榆林供电公司把安全学

习、贯彻安全生产方面的新规定、新要求、新
标准、新知识、新精神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
作，编制学习材料，采取封闭学、集中学、全
员互动学、自学等相结合的学习形式，确保
每一名员工熟练掌握本岗位的安全风险管
控重点、要点。设立安全奖励基金，经常举
办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有奖征文、安全风险
大家谈、安全辩论赛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安
规调考、普考，成绩不合格撤销现场工作并
重新学习，进行安全规程、安全文件、安全基
础知识学习，还通过电子屏、楼宇电视、微电
影、内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宣

传安全生产方面的新动态、新思想、新方
略。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利用班前会、月度
检修平衡会、安全状况分析会进行安全教
育、安全形势分析的同时，积极开展现场安
全培训，结合阶段施工内容，现场为职工讲
解分析相应安全隐患、施工注意事项及安全
措施等，使得职工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为实
现施工安全夯实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该公司重视发挥党员服务
队、党员先锋队、青年志愿者的模范作用，
坚持在党员、青年团员中开展“我为安全献
一策”，逐层逐级签订“安全责任书”“安全

承诺书”和开展“党员、团员身边无违章”等
活动，构建了一套涵盖生产、营销、建设、后
勤、行政、支撑部门、班组（所、队）7个层面
的安全风险管控体系。

安全有道，道不远人。安全之道彰显于
安全责任的全面落实、贯穿于监督管控的坚
强有力、体现于排查治理的有效彻底、表现
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行。国网榆林供电公
司将不断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制，认真落实
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大力强化安全生产科
学管理，确保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

文/张晶

“党建+户表改造”优化营商环境
截止10月9日，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已

经完成56个小区的户表改造任务，受益用
户达到53078户。

“以前去物业缴费还要排队，每度电的
价格是一块钱，户表改造后，电费每度才6
毛多，电费可以用手机缴费，方便又省钱，
服务就更不用说了，一个电话不管多晚供
电公司都会派人上门处理。”在和顺嘉苑
小区便利店，店主张先生提起户表改造工
作带来的便捷和优质服务赞不绝口。据
悉，在户表改造工作中，该公司以“党建+”
融入户表改造工作，提升了户表改造工作
进度，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得到了居
民的广泛赞誉。

在户表改造工程开始前，该公司组织
党员队伍开展小区宣传和巡视工作，党员
干部带头利用周内下班时间和周末节假
日时间，深入各个待改造小区，向小区居
民发放户表改造宣传资料，开展远程费控
电能表相关知识宣传及手机微信、微信公
众号、掌上电力缴费APP的操作流程，以
及本次改造使用的远程费控电能表将带
来的缴费便利性。充分向居民们普及户
表改造这一民生工程的好处，调动居民的
积极性。在消除居民疑虑的同时，为了确
保小区居民用电安全、可靠。该公司组织
工作人员对新接收小区配电室设备及线
路进行安全排查，8月份对接收回来的榆

兴苑小区、和顺嘉府小区、通庆坊小区、农
发行家属楼、教育局小区、圣景名苑小区
等15个小区进行巡视排查，统计各类隐患
及缺陷，杜绝安全隐患。按照“不留死角，
不走过场”的原则，对区内各居民小区的
配电室设备和线路进行排查，工作人员对
存在的用电隐患、薄弱环节、配电室标准
化管理、消防、防小动物措施、线路乱接等
现象进行排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用电缺
陷隐患，计划逐步进行整治，把隐患遏制
在萌芽中，为居民小区提供安全有序的用
电环境做准备。

为了让居民“不跑一次”，享受到更加
便捷的用电服务，该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

队员上门签订《低压供用电合同》和《远程
费控协议》并为用户讲解更换远程费控智
能表后的使用方法，逐户通知“一户一表”
改造工程，挨家挨户收集用户信息并进行
整理归纳，统计各小区的大小配电室及高
低压配电室数量、位置，统计、录入PMS系
统数据，做好大量准备工作，确保了营销
人员顺利地完成户表改造工程。

“改造后居民将享受到我们的 24小
时抢修服务，居民能够享受到供电企业
直接供电到户的优质服务和国家目录
电价政策，稳妥推进居民阶梯电价和峰
谷分时电价政策的贯彻落实，让电费缴
纳更加透明、公正。”该公司营销负责人

说道。
此外，该公司制定了《国家电网陕西张

思德（榆林榆阳）共产党员服务队关于开
展户改小区定向志愿帮扶活动的策划方
案》，此举针对户改小区内退休干部、孤寡
老人及不便使用智能手机缴费的用户等
提供“一对一”上门志愿服务，服务范围包
括：发放便民服务联系卡，并建立客户连
心记录、定期代缴电费、节日走访慰问、义
务用电安全检查、故障报修协助处理等，
不断探索优质服务内涵，建立常态化服务
机制，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履行了社
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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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巡视变电站巡视 马倩摄马倩摄

更换线路老化绝缘套管更换线路老化绝缘套管 张晶摄张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