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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首座１１０／２０千伏变电所投运　Ｐ２３３

供供供　　　　　　　　　电电电

【概况】　市供电公司下设生产工区４个、供电所２０

个。现有员工１３１３人，其中全民性质员工４４６人、集

体性质员工１０人、农村电工８５７人。全市共有变电所

３０座，其中２２０千伏变电所４座、１１０千伏变电所

１３座、３５千伏变电所１５座。共有主变压器５２台，总容

量２１７．７５万千伏安。共有配电变压器８４５３台，总容

量１４６．０８３万千伏安（其中，属公司资产的５４８３台，

容量５７．４５２５万千伏安；属用户资产的２９７０台，容量

８８．６３０５万千伏安）。共有２２０千伏线路１０条计

２６４．５公里，１１０千伏线路２７条计２７４公里，３５千伏线

路３７条计５５８公里，１０千伏线路１７５条计３２５１．６１公

里（其中：属公司资产的１６３条计３２１６．９公里，属用

户资产的１２条计３４．７１公里）。２００９年，市供电公司

被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变电检修工区获南

通市工人先锋号称号。

全社会供用电　年内，全年累计完成供电量

２８．８５７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６３％。累计完成

全口径售电量２６．４１２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１．６３％。供、售电量均在南通六县（市）排名第一。

全年电费回收率１００％，目标成本等经济指标均完

成上级下达指标。７月２０日２１时１５分，供电负

荷创５５．０５２万千瓦新纪录。

安全生产　年内，市供电公司牢固树立大安全

理念，持续加强农电、信息、资金、廉政安全管理。

加强属地管理，进一步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切实加

强现场安全管理，执行安全工作规程，强化基建与

检修工程安全管理，确保施工安全，强化基建等辅

业安全管理。至１２月３１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４０６５天，创历史最好水平。２～１０月，在“三电”（供

电、广电、邮电）专项斗争中，严厉打击盗窃破坏电

力设施违法犯罪活动。４月，会同市政府成立市电

力行政执法办公室。９月，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

胜企业“连胜杯”。１２月，被省电力公司表彰为

２００９年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电网建设与改造　年内，市供电公司投入

３．１４２亿元用于电力基本建设，完成２２０千伏金城

变１号主变增容工程，２２０千伏兴园输变电工程，

１１０千伏柴湾、葛市输变电工程，３５千伏磨头变升

压输变电工程，１１０千伏搬经、丁西扩建工程，

１１０千伏北郊变主变增容改造工程等工程建设。

服务经济　年内，市供电公司将“服务沿江大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起跳”作为公司优质服务工作

重点，先后开展服务经济促发展、安全供电保平安、

尽心履责重诚信、服务“三农”献真情、节能减排谋

共赢、奉献社会铸品牌专题活动。主动介入重点大

客户和招商引资项目，提供超前服务，坚持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难事巧办，缩短业务办理时间，做到

快服务、早送电，强化“金牌服务”，提升服务效能。

除常态对接乡镇外，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积极营

造和谐的外部环境。瞄准新的经济增长点，跟踪服

务重点项目、重要客户。领导班子成员分组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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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如皋三个主功能区，主动上门服务，了解用电

需求，宣传用电政策，优化供电方案。通过强化对

沿江开发区示范服务，并辐射到全市２０个镇（开发

区）。各供电所定期向当地政府汇报工作情况，及

时了解用电需求，构筑为地方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

“电力绿色通道”，形成适应如皋地方经济发展的电

力服务网，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２月，

举行“绿色电力，共建和谐”优质服务大型宣传活

动。国庆６０华诞期间，与政府相关部门对接，为地

方政府举办重大活动场所制订保电预案，确保做好

保电和优质服务工作。９月１８日，市人大组织全

国、省、市、县四级人大代表到市供电公司视察，在

听取主要领导工作汇报后，深入到丁堰供电所倾听

用电客户反映，充分肯定供电公司主动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推进重点工程，提升服务水平的做法。

【丁雪峰提出的建议入选国电公司１００条“金点

子”】　４月，在国家电网公司工会组织的“实践科

学发展观，我为公司献一策”活动中，市供电公司员

工丁雪峰提出的“提高电网设备通用互换标准，降

低运行维护成本”建议，入选国网公司１００条“金点

子”。全省电力系统计有８条金点子入选。

【市电力行政执法办公室成立】　４月２９日，市电

力行政执法办公室正式成立。南通供电公司总经

理卓洪树、如皋市市长姜永华为市电力行政执法办

公室揭牌。

电力行政执法办公室主要职责为依法查处危

害电力设施安全的违法行为，查处窃电案件，参与

协调解决重大电力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矛盾，牵头开

展电力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工作，协调处理重要

用电矛盾，维护电力供应和用电双方的合法权益，

牵头开展电力行政管理联合检查活动，组织开展可

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规划建设行政许可等。

【供电公司工会圆满换届】　７月３１日，市供电公

司召开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十届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工会委员会和工会经

费审查委员会。市总工会副主席曹蓉和南通供电

公司工会主席施天明出席会议。

【供电公司军训中层以上干部】　８月２１～２３日，

市供电公司组织５３名中层以上干部，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９４９９５部队，开展为期３天以“锤炼作

风、强化执行、增强团结、提升管理”为主题的军事

训练。训练过程中，５３名学员先后参加党风廉政

建设专题教育暨廉政知识考试，聆听问鼎集团汪学

明教授以有效执行为主题的讲座，进行队列训练和

拓展训练等活动。

【供电公司获全国“安康杯”竞赛“连胜杯”】　９月

３日，市供电公司从南通市总工会捧回全国“安康

杯”竞赛优胜企业“连胜杯”，连续五年获全国“安康

杯”竞赛优胜企业称号。

【丁雪峰劳模创新工作获两项专利授权】　１０月底，

市供电公司丁雪峰劳模创新工作室申请的“电气设

备聪明线夹”和“便携式储油桶”两项专利获国家专

利局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认证。

【八镇通过新农村电气化乡（镇）验收】　１１月１６日，

南通市经贸委、南通供电公司联合组织专家组，检

查验收如皋市新农村电气化镇，通过听汇报、检查

台账资料、深入新农村电气化建设点考评后，认为

如城镇、吴窑镇、白蒲镇、丁堰镇、桃园镇、林梓镇、

常青镇、东陈镇各项考评指标均达到新农村电气化

乡（镇）标准，宣布如城、吴窑、白蒲等八个镇为新农

村电气化镇。

【２２０千伏兴园输变电工程启动投运】　１１月２４日，

省电力公司２００９年电网项目———２２０千伏兴园输

变电工程启动投运。工程投运后，将满足如皋中东

部地区的用电需求，改善如皋的电网结构、提高供

电质量、降低线路损耗、增强当地的供电可靠性，为

如皋中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招商引资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２２０千伏兴园变电工程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工，位

于桃园镇育华村一组，占地面积２８４６１．５１平方米，

总投资１．２９亿元，其中变电部分投资９１７９万元。

【白蒲供电所通过国电公司标准化示范供电所考

评】　１２月３日，国家电网公司检查组对白蒲供电

所创建标准化示范供电所工作调研考评。白蒲供

电所以扎实的工作和优异的业绩赢得考评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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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被国网公司授予标准化示范供电所称号。

【如皋首座１１０／２０千伏变电所投运】　１２月１０日，

如皋首座１１０千伏大容量、全２０千伏出线变电

站———柴湾变电所投运。柴湾变电所位于如皋经

济开发区内，系装配式标准化变电所，于２００９年

６月底开工，工程总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工程投运后，

将进一步改善如皋经济开发区电网结构，满足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为如皋经济平稳快速

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如皋市通过新农村电气化县（市）省级考评验收】

１２月２２日，省经济信息委员会和省电力公司联合组

织对如皋市创建新农村电气化市工作考评验收。考

评组通过听汇报、观看电视专题汇报片《光耀如皋》、

检查台账资料、深入新农村电气化镇村现场考评后，

认为如皋市的各项考评指标均达到新农村电气化县

（市）标准，批准如皋市为新农村电气化县（市）。

【１１０千伏葛市输变电工程开工奠基】　１２月２８日

上午，如皋市１１０千伏葛市输变电工程开工奠基。

１１０千伏葛市变位于该市江安镇宁通高速与

江曲线交界处，工程总投资８０００万元。工程系

２０１０年计划提前开工，建设工期半年。１１０千伏葛

市输变电工程的建成投运后，将满足如皋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改善如皋市电网结构、

提高供电质量、降低线路损耗起，也为革命老区招

商引资提供坚实的能源基础。 （王　珩）

２００９年全市电力收支平衡
　表２７

项　　　　目 用户数（个） 装接容量（千瓦） 年末累计用电量（万千瓦时）

发购电量总计
! ! ２９２７７７

发电量
! ! １７５６２

输购入电量
! ! ２７５２１５

　１．输入电量 ! ! ２７５２１５

其中：外省（系统）输入电量
! ! !

　２．购入电量 ! ! !

全社会用电总计 ４９２７６６ ４１４８０５６ ２９２７２７

一．农、林、牧、渔业 １２１８４ １７２９３６ ５４６６

二．工业合计 ２４６２４ ９６６４３７ ２１９２３６

三．建筑业 ３９０９ １１０９３３ ４１４７

四．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０８ １２５１５ ９７７

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２８２１ １７７２２ １６３６

六．商业、住宿和餐饮业 １７６９１ １４３７５５ ７０８２

七．金融、房地产、商务及居民服务业 ５１８８ ７４５８６ ２２２８

八．公共事业及管理组织 ２９９９ ９３７７３ ６９１０

九．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４２２６４２ ２５５５３９９ ４５０４５

　城镇居民 ４９８３０ ３５８４７６ ９６０２

　乡村居民 ３７２８１２ ２１９６９２３ ３５４４３

输出电量
! ! ５０

　其中：向外省（系统）输出电量 ! ! !

　　支出电量总计 ! ! ２９２７７７

邮邮邮　　　　　　　　　政政政

【概况】　市邮政局现有从业人员３９６人。全市现

有邮政网点５６个，邮运汽车１９辆，汽车邮路６条

计６３４公里。全市有投递邮路１４７条，其中农村投

递邮路１３７条。２００９年，市邮政局完成业务收入

８０５３万元，进入全省邮政系统第一方阵。获省质

量管理先进企业、省价格诚信单位、南通市质量标

兵称号，继续保持省、市、县文明行业和省文明单位

标兵称号。城西支局获如皋市首批“五一”劳动奖。

“爱心邮路”先进群体当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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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人物。

邮政业务　全年实现业务收入８０５３万元，同

比增长２２．１６％，全面完成上级下达年度主要经营

指标。邮储个人存款余额净增８．８亿元，邮政储蓄

付息成本由年初３．０６％降为１．９４％，下降１．１２个

百分点。实现函件业务收入９７３万元，完成邮政贺

卡揽收业务３５０万元。实现报刊发行业务收入

６２８万元，同比增长２５．２１％，２０１０年度报刊大收

订一次性流转额２３５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７．２％，实

现历史性突破。完成集邮业务收入２８１万元。电

子商务业务成为新的增长点，发展短信用户

２５３２２户，实现收入１２万元，代售火车票、航空客

票３３１４２张、世博会门票１５５张。

网点建设　年内，市邮政局按照“效益优先、资

金平衡、保证重点、支撑发展”原则，顺利实现长庄、

奚斜代理金融网点迁址，完成拆迁过程中城中支

局、中山路支行临时营业网点搬迁，完成桃园、九

华、营防、吴窑、红星、丁北、雪岸、高阳西路、石庄北

街、胜利、张黄等代理网点营业门面装修改造。

队伍建设　年内，市邮政局注重加强营销人

员、一线员工业务知识、服务技能培训，全年举办各

类培训班２０多期，培训３００多人次。营业人员在

上级组织的月度抽考中，均取得较好成绩。开展以

“执行、闭环、持续改进”为主题的综合业务管理大

检查和邮政服务质量再提升活动、“四确保两提高”

竞赛活动、服务质量管理月专项检查活动和“学东

四、找差距、争示范、促效益”主题教育活动，规范业

务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８月，组

织中心支局长、投递员开展军事队列训练和业务培

训，锤炼作风，促进人员素质提高。

【“爱心邮路”群体当选“５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

江苏人物”】　９月１８日，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统

战部、党史工办等１３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

“５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模

范人物和５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评

选活动揭晓，“爱心邮路”群体入选“５０位新中国成

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

如皋“爱心邮路”１３７名乡邮员，１０多年来如一

日，在乡间投递邮路上帮扶孤寡老人，在社会上产

生强烈影响。“爱心邮路”先后当选南通市第２６次

文明新风典型、南通市行业形象代表、省第七届精

神文明建设新人新事、省首批十大优质服务品牌，

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重大典型、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和中华慈善奖等称号。

（周奇彬）

电电电　　　　　　　　　信信信

【概况】　中国电信如皋分公司下设农村支局２０个

和如城支局、如皋经济开发区支局（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与如城支局合并）。２００９年，市电信分公司被评为省

价格诚信单位，南通市文明行业，如皋市文明行业、

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实施“春蕾计划”先进集体。

工程建设　年内，市电信分公司围绕“组组通

宽带、光纤进楼宇”目标和建设思路，建设信息高速

公路，做到有需求就有端口，有用户就有线路，真正

建立起集语音、数据、视频等业务于一体，以电话、

网络视讯、电脑、３Ｇ为终端的多功能、全覆盖立体

化农村通信服务网络。完成切块投资２４５１万元，

立项１８６个，实施光进铜退、ＦＴＴＸ改造、ＥＰＯＮ网

络建设。累计投资１亿元，实施网络优化“卓越行

动”，建设新Ｃ网基站８４座，建成 ＷＬＡＮ热点

５１处，基本达到全市无线网络信号无缝覆盖，３Ｇ

网络质量引领同行，有序投资与建设，有效地保障

天翼手机、宽带、固话、小灵通通信需求，支撑新型

业务的推广，惠及广大用户。

品牌建设　年内，市电信分公司不断做强、做

大“我的ｅ家”、“商务领航”两大客户品牌，满足不

同层次、不同需求，围绕市委、市政府农村信息化建

设目标，结合农村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推广新农村

建设内容，不断提升宽带拥有率，实现政府小康指

标要求。完成市纪委、港城学校两单位重点ＩＣＴ项

目，已发挥功效。５月１７日，市电信分公司３Ｇ正式商

用，无线上网本、天翼手机优惠相继推出，３Ｇ业务

迅速发展。１０月１日，全面取消天翼省内漫游费。

１２月１５日，全市电信天翼手机用户突破１０万户。

服务管理　年内，市电信分公司本着“用户至

上，用心服务”理念，进一步优化各个渠道，创新管

理模式，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各自有营业网点在

行风测评中均取得较好名次。不断强化硬件建设，

改善服务环境，倡导明明白白消费，设置人性化营

业厅功能区，方便用户查询，并在自有营业厅、营业

·４３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点基础上，增设电子缴费点，稳步推进外包建设，增

设代办营业网点２８个。推介和使用网上营业厅，

让用户享受到足不出户的电信服务。在建立全流

程服务过程管控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服务流

程，规范服务标准。以群众满意、客户满意为标准，

培育一支年轻化、知识化、综合素质高的服务队伍，

中心营业厅被省妇女联合会、省城镇妇女“巾帼建

功”活动领导小组授予“巾帼文明岗”称号。

（陈　红）

移移移　　　动动动　　　通通通　　　信信信

【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如皋分

公司现有员工２２６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

８５％，拥有各类营业厅及代理点２０５家、乡镇便民

点５００家、移动通信基站２５５座，网络覆盖率达

９９．９％。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如皋市分公

司现有员工５９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９０％，

拥有联办厅７０个、特约代理点３０个、通信基站

１２２座。２００９年，如皋移动分公司新增移动用户

１４万余户，用户总数达６１．６３万户，同比增长

２７％。实现业务收入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６％。如

皋联通分公司新增移动用户６万余户，用户总数

１３万余户。实现业务收入７５００万元，同比增长

５．２％。移动公司如皋分公司继续保持全国满意服

务单位，省创建文明行业工作先进行业、价格诚信

单位、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称号，获省放心消费示范

单位、青年文明号，南通市文明行业、价格诚信先进

（ＡＡ级）单位称号。

业务经营　年内，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围绕市

委、市政府关注民生、高效优质工作目标，为

“１２３４５”市长热线平台运行提供人力、物力。围绕

建设依法行政、民主透明、清正廉洁工作目标，承接

市政府“阳光权力网”信息工程，将政务公开与网络

服务有机结合，让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可以在网上获

取有关政务信息和办理各类申报、申办、缴费等政

府事项，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便捷的“一站式”、全方

位服务，加快政务信息化发展进程。如皋联通分公

司发挥３Ｇ网络最高上行速率可达５．７６Ｍｂｐｓ、下

行速率１４．４Ｍｂｐｓ高速优势和可视电话集视频、话

音于一体的强大多媒体业务支撑能力，推出可视电

话、手机电视、手机音乐、手机上网、手机邮箱、手机

搜索、无线上网卡等一系列３Ｇ增值服务产品。

９月２８日，中国联通３Ｇ业务正式商用，标志如皋

联通３Ｇ发展进入新阶段。

服务管理　年内，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继续加

强客户服务管理和设施建设，全年开展“便捷服务，

满意１００”活动，围绕六项便捷服务举措（资费套餐

量身优选、异地消费随时随地、电子渠道以指代步、

积极分兑换足不出户、Ｇ３业务无障办理、垃圾信息

自主屏蔽），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渠道，扩

大通信服务的内容和内涵，以品牌服务赢得社会普

遍认可。如皋联通分公司以３Ｇ正式商用为契机，

以用户为中心，为用户提供“八大服务”（确保用户

知情权，严格按客户服务协议执行；投诉处理首问

负责，限时办结；ＳＰ业务定制必须由客户确认；公

开ＳＰ业务信息，方便客户查询；设立ＳＰ服务监督

热线，接受客户监督；方便用户话费及时查询；开通

省内服务质量监督举报电话１５６０５１４１３１５；话费误

差双倍返还，短信差错先行赔付），打造３Ｇ时代全

新品牌形象。

网络建设　年内，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探索服

务新农村建设模式，率先在长江镇、搬经镇、丁堰

镇、下原镇４镇设立区域营销分局，延升服务到基

层。新建基站２０个、杆路９１５公里、管道８２公里，

布放光缆１０６７公里，实现网络无缝全覆盖。如皋

联通分公司加大固网宽带建设力度，以城区覆盖、

高速覆盖、重点乡镇覆盖为中心，新建通信基站

４８座。在保障２Ｇ网络正常运行同时，建设３Ｇ网

络，共建成３Ｇ站点８０个，实现对城区、高速、热点

地区覆盖，为３Ｇ成功商用夯实基础。新建固网小

区５个，实现对皋南新村、皋北新村、庆余等小区宽

带网络覆盖。

【青年成长关爱基金】　１月，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

设立的青年成长关爱基金被团市委授予２００８年度

基层团组织建设创新奖。

青年成长关爱基金自２００６年设立以来，累计

募集员工捐款２０．１１万元，为全市百余名聋哑学

生、常青小学１０名贫困生、技工学校患白血病学生

及四川、云南等灾害地区源源不断地送去移动人的

关爱，累计捐出爱心款１４．０９万元，多次被市总工

会评为慈善工作先进单位。 （佘雅慧　张亚玲）

·５３２·供电·邮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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