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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电业为人民
携手谱写丹阳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018 年，丹阳市供电公司紧紧围
绕丹阳市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全面贯
彻落实“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坚
持以创新为动力，以服务经济民生为主
线，将电网建设和优质服务作为自身发
展及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要求，全力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广大电力客
户，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
一。丹阳全社会用电量 84.92 亿千瓦
时，突破80亿大关，同比增长6.86%，调
度最高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44.96万千瓦，同比增长6.13%；在丹阳
市优质效能服务单位评议中，获得直属
行业第一名。先后荣获“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江苏省电力公司 2018年度安
康杯竞赛优胜企业”、镇江供电公司“四
好领导班子”“江苏省十佳女劳模创新
工作室”等荣誉。涌现国网金牌党员服
务队、国网公司首批企业文化示范点等
一批先进典型。截至 2018年底，公司
实现连续安全运行1万零77天。

实现“一率先三突破”新局面
回眸 2018年，丹阳市供电公司硕

果累累，实现了“一个率先、三个突破”
的新局面。

率先投运建山储能电站。今年公
司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投运了建山储能
电站，成为全国首座“源网荷储”一体化
储能电站。该站接入江苏省源网荷大
规模友好互动系统，能够实现对调度端
的毫秒级反应，大幅度提升江苏电网新
能源消纳能力，今年还投运了丹阳变储
能电站以及8座用户侧储能电站，在迎
峰度夏期间切实发挥了削峰填谷的调
节作用。

安全生产突破1万天。截止到 12
月26日，公司连续安全生产达到1万零
72天。多年来，公司始终树立“以人为
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不断细化
完善安全“责任、保证、监督”体系，全面
从严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确保从公司领

导到一线队伍安全责任履职到位，安全
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调度电量突破80亿千瓦时。截止
到 12月 15日，丹阳地区年累计调度电
量首次突破80亿大关，同比增长6.5%，
自 2013年突破 60亿以来再创新高，面
对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公司积极加快
电网建设步伐，实现电力供给适度超前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十三五”以来共投
资 20.25亿元，投产变电容量 154.79万
千伏安，目前全市主变总容量已达到
765.13万千伏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优质能源供应。

用电负荷突破历史记录。12月 12
日，丹阳最高调度用电负荷达到143.28
万千瓦，突破原有记录，再创历史新
高。为保障电网安全可靠供应，公司不
断强化网架结构，“十三五”以来新建、
改造配变 2047 台、配电线路 725.95 公
里，增加配电容量 75.4万千伏安，全市
居民户均配变容量达 5.8千伏安，超过
江苏省电力公司要求。

提质增效“心”服务
用心服务，“电”亮人民美好生活。

这一年，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提升
客户感知，有效推动服务提质，让城市
更美好。

【当好地方发展“电参谋”】深度对
接丹阳重点城建项目，配合开展丹阳晓
墟河、老九曲河水环境整治涉及杆线迁
移工作，与开发区和高新区等地方政府
签订综合能源服务战略合作协议，深化
区域能源消费大数据分析，服务政府决
策和企业生产。持续深化“两个替代”，
截至目前共并网光伏容量 14 万千伏
安，新建 2座电动汽车充电站，全力打
造“一公里充电圈”。促成政府部门出
台鼓励粮食电烘干政策，助力电能替代
最大化。在实现丹阳有备案码头岸电
全覆盖基础上，积极开展临时停靠锚地
岸电项目，已投运镇江地区首个京杭运
河锚地岸电系统，切实提高岸电设施使
用效率。

【当好服务企业“电小二”】高效对
接重点企业、重要客户和各类园区发展
规划及用电需求，组建丹阳市“大企业

俱乐部”，定期走访，强化需求分析，提
供“一站式”能源综合服务。创新“可视
化赛跑”机制，推动业扩提质增效，业扩
项目平均接电时间同比下降20.16%，按
期顺利投运 110千伏沃得用户变工程
项目。积极深挖市场潜能，投运8个用
户侧储能项目，推进天工风机水泵、机
关事务管理局能源托管等 13个节能改
造、能源托管项目实施，

【当好守护居民“电卫士”】牢固树
立“管业务必须管服务”理念，建立“跟
踪、升级、终结”管控机制，优质服务满
意率持续提升。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
系建设，在 1.24暴雪等灾害中，公司建
立 18 支应急队伍，出动抢修人员 216
名、抢修车辆 170辆，全力保障全市人
民的生产生活用电。

展望 2019，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丹阳市供电公司将在市委市政府坚强
领导下，守正强基，创新争先，在助力公
司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进程
中奋勇拼搏，为全力谱写丹阳市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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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徐志海）随处可见的烟花
爆竹纸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
的味道……这些现象已留在了
往年的记忆中。随着今年禁放
令的实施，城市空气质量和环
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这也不
禁让门前三包所的环卫工人卜

庆化感叹：“四个春节，今年最
轻松！”

卜庆化是安徽泗县人，四
年前，他和老伴来我市打工。
作为一线环卫队伍里的道路保
洁人员，这四年间，他从未回
老家过过春节。今年和往年一
样，除夕夜和年初一上午他也

没能休息，都在东门外大街路
段上清扫。“今年城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我们清扫起来方便
轻松了很多，往年清扫这一路
段需要花 4 个小时以上，今年
年初一只用了 2 个小时，关键
是空气也清爽，闻不到硝石味
了。”卜庆化说。

卜师傅回忆，往年没有禁
放烟花爆竹的时候，除夕夜清
扫时，漫天硝灰弥漫，伴随着
浓浓的硝石味。道路清洁人员
即使戴上了口罩，也难免吸入
许多污染物。再加上大家放烟
花爆竹的时间不一样，往往刚
清理干净，又有鞭炮响了起
来。为了保持城市整洁干净，
清洁工人只能反反复复打扫，
往往持续数个小时。

记者采访了解到，和卜庆
化一样，很多一线环卫工人都
表示，他们最怕过年的那几
天，尤其是年初一早晨，一看
到大街小巷“满地红”就发
愁，绿化带里的爆竹纸屑特别
难清理，有的烟花还飞溅到垃
圾桶里，会将垃圾桶烧坏。今
年到目前城区没有一个垃圾桶
因为烟花爆竹燃放而烧毁，这
让很多环卫工人感到十分欣慰。

环卫部门呼吁市民能支持
环卫工作，尊重环卫工人的劳
动成果，不随意乱扔垃圾，让
讲文明、讲卫生的良好风尚体
现在举手之间，共同维护城市
整洁。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除夕夜，开发区路
巷有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接
到群众举报后，开发区派出所立
即行动，通过调查取证，违法嫌
疑人裴某某被行政拘留。

除夕晚上8时许，市公安局
接群众举报：开发区路巷村有人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接报后，开
发区派出所立即前往展开调
查。经调查，民警发现业主裴某
某有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嫌疑，遂
将其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查，当晚 7时许，裴某某在开
发区九曲路路巷社区某浴室门
口，以明火的方式燃放一个烟
花。随后，裴某某被公安机关依
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警方再次提醒：自2019年1
月1日起，我市在指定区域内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违反《禁放通
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
安机关依照国务院《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停止燃
放并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对未成年人燃放烟花
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
人严加管教；造成国家、集体或
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其监护
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任
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通告规定
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也将
被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张斌）除夕夜，本是亲人
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
刻，但中山路派出所的民警们却
在春节前夕接到了赴外省追逃
的任务。经过几昼夜的辛苦工
作，先后奔波1400余公里，2月4
日晚，民警终于从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将一名涉嫌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的犯罪嫌疑人抓回丹
阳。

经了解，该犯罪嫌疑人为女
性，姓叶，因拖欠工资，在全国各
地藏匿，以逃避责任。然而，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1月 28日，中
山路派出所发现线索后，立即组
织警力火速出击，赶赴广东省。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民警终于

在深圳市福田区将犯罪嫌疑人
一举抓获。

据警方介绍，民警押解犯罪
嫌疑人返丹的路途很艰难，此时
正值春运高峰，连续的长途奔
波，让他们高度紧张，一刻都不
敢放松，全程紧紧贴身看押嫌疑
人。历经 13 个多小时的动车
后，民警终于在除夕夜返回丹
阳，又不顾疲劳，第一时间参与
了对嫌疑人的讯问，固定证据，
准备材料，等忙完时，已是新年
的凌晨。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叶某对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其已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禁放，让环卫工人过了个轻松年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受到行政拘留处罚

千里奔袭，
警方除夕夜擒网逃

本报讯 （记者 李潇）近
日，市人武部、乐活公益、凤
熹台及陵口镇相关部门一起组
织慰问了陵口镇留墅村困难家

庭，当把慰问品送到其中一位
老人薛根娣 （化名） 手中后，
乐活公益的爱心人士徐红并没
有立即离开，而是给老人仔细
讲解，一一告诉她每样东西的
使用方法，这一细节温暖了老
人心。

“阿姨，您看，这个不是
吃的，这是清洁剂，是清洗用
具或家具的清洁产品，可以先
喷在家具上，过一会再擦拭或
者清洗，会清理得很干净；这
个是吃的，烧法和其他的可能
不一样……”当天上午，乐活
公益和凤熹台的爱心人士将慰
问金和慰问品送到后，其他的
爱心人士转身离开了，而徐红
却还在给薛根娣一一指导东西
怎么用、怎么吃。

“我不识字，如果不是这个
闺女给我讲怎么用，我还以为这
个清洁剂是吃的呢！”薛根娣告
诉记者，她一人独居在家，之前
有爱心人士送去一袋洗衣液，她
险些当做佐料使用了，“这次来
慰问的人不一样，什么东西干什
么的，怎么用，甚至用多少，她都
告诉我了，很细心。”

慰问结束后，徐红告诉记
者：“献爱心，对别人不管是物质
上的帮助还是精神上的帮助，要
帮到实处，不能走形式，如果送
完东西，对方还不知道怎么用，
甚至因此给对方带来困扰，那我
们的帮扶慰问又有什么意思
呢？所以帮助老人，扶贫助困，
特别是帮助老人需要耐心和细
心。”

送完慰问品，她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细心教老人如何使用——

不走形式的慰问让老人心很暖

本报讯（记者 李潇 ）对于
慰问，有人会说：“春节慰问年年
搞，今年又是老一套。”但在玉汝
于成助学社的春节慰问活动中，
一些细节却让人很暖心。

“爱心人士‘开坦克的贝塔’
到一户人家慰问时，只有孩子孤
怜怜在家，相依为命的爷爷生病
住院，当他看到门上张贴的电费
欠款催交单时，随即拿出手机扫
微信代交了电费。”

“爱心妈妈‘水岸春天’特地
到商场给孩子买了新衣服鞋子，
下班后又特地赶到孩子家里给
孩子试穿。”

“爱心爸爸戎总看到孩子家
中有双目失明的爷爷、患病不能
下床的奶奶，特地从市场买了

鱼、肉等，并手把手地教 16岁的
孩子烧鱼、烧肉。不仅为孩子家
庭送钱送物，还要教会孩子理家
本领。”

……
在慰问过程中，玉汝于成发

起人恽汝成感慨颇多，他给记者
说起了一些让人感动的小细
节。

“今年实际慰问 318 户，比
去年多了 46 户；今年购买物资
每份达到 185元，比去年每份多
了 35 元；今年每户增发特种春
节慰问金 1500 元，还开创了以
奖代助新模式，对 6位玉汝于成
大学生发放了‘玉汝于成助学社
未来发展提案奖’9000元。总体
慰问资金达 42 万元，比去年多

了 16万元……”恽汝成说，这些
改变都源于爱心人士的爱心汇
聚，“春节慰问活动从前期准备
到开始慰问，工作量大，7大片区
30多个慰问小组，160余名志愿
者。短短三天时间，这些慰问物
资要送到城乡 300 多位学子家
中，志愿者们都是利用双休日和
晚上下班时间，自己开车一户户
送去。”

恽汝成告诉记者，这样的慰
问活动是希望给孩子们鼓励，让
他们好好学习，通过知识改变生
活现状，“今后，我们的志愿者将
会把帮扶玉汝于成学子的工作
做得更细、做得更实，希望能帮
到更多的学子。”

玉汝于成助学社慰问细节暖人心 图片新闻

图为春节期间，环卫工人在清扫马路。 记者 王国禹 摄

图为燃放烟花爆竹现场。

图为徐红在给老人仔细讲
解各种东西的使用方法。

近日，云阳街
道老干部第三党
支部一行人，来到
宜兴中医院慰问
已住院近一年的
离休干部谈望照
同志。据了解，谈
望照一生无夫无
儿 无 女 ，孤 单 一
人，如今全靠侄儿
照料，今年刚好步
入百岁之年。

（记 者 李潇
通 讯 员 刘 联 芳
摄）

记者 李潇 摄

自觉禁燃禁放
争做文明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