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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供　　　　　　　　　电电电
【概况】　市供电公司隶属于省电力公司，有员工１２３０人，

其中全民员工３８０人、集体员工１０人、农电员工８４０人。

承担全市１４个镇（区、街道）７．０６万多户动力客户、４６．２４

万照明客户供电任务。全市现有公用变电所３８座，其中

２２０千伏变电所７座、１１０千伏变电所１６座、３５千伏变电所

１５座。有主变压器６５台，总容量３４１．９万千伏安。有配电

变压器７９２０台，总容量１７２．４７７万千伏安。有２２０千伏线

路１０条计２６５公里、１１０千伏线路３３条计３８９．７１公里、３５

千伏线路３８条计３１１．８７公里、２０千伏线路６条计３２．４６

公里、１０千伏线路２７３条计４２７２．６３公里。２０１３年，市供

电公司继续按照省电力公司统一部署，完善“三集五大”

（“三集”指人力资源、财务、物资集约化管理，“五大”指大规

划、大建设、大运行、大检修、大营销体系）机构改革，统一设

置办公室、发展建设部、人力资源部、安全监察质量部（保卫

部）、运维检修部、营销部、电力调度控制分中心、党群工作

部（工会、纪委办公室、团委）８个职能部室，检修（建设）工

区和客户服务中心２个业务实施机构，正股级建制。２０１３

年，市供电公司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安全文化宣传活动

先进单位、省文明行业、南通市文明行业称号。作为南通地

区唯一一家县级供电公司接受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组织考评，以零扣分助力南通供电公司获２０１２年供

电可靠性Ｂ级金牌企业称号。

全社会供用电　年内，全市完成供电量４４．９５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６．１７％，居南通五县市之首。完成全口径售

电量４３．０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９．０１％。

安全生产　年内，市供电公司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思想，开展“安全管理提升”活动，集中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常态开展飞检、

夜巡、特巡，形成全员严打违章高压态势。探求配电线路

属地保护方法，将１０千伏线路进行区域划分，责任落实到

２０个供电所。８月１４日，召开供电所通道维护、属地保护

宣贯会，班子成员带队到各供电所一对一辅导，推进电力

线路属地保护工作。至１２月３１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５５２６天。连续９年夺得全国“安康杯”竞赛“连胜杯”，被

南通供电公司表彰为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电网建设与改造　年内，全市电网建设总投入１０亿

余元，其中，投入８９２３．６２万元建设改造农网项目７７５个。

新建改造４００伏线路计７１９．５３公里，改造接户线４１０．０２

公里，新增改造配变２２０台，工程惠及百姓２．１万户。投入

１．７亿元，新建１０千伏线路９９．９公里，新增配变４０３台，维

修改造架空线路１７５．７６公里。完成１１０千伏九华变扩建

等８大项４６小项迎峰度夏项目。履行属地责任、配合开展

淮南－南京－上海１０００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如皋段）线

路终勘工作。９月８日，２２０千伏泓北沙输变电工程竣工投

产。１２月２４日，１１０千伏永平输变电工程竣工投产。

服务经济　年内，市供电公司完成２１个重大项目保

电工作，出动发电机９０次。投运增容２０千伏及以上重大

客户工程７个。继续实施班子成员与１４个镇（区、街道）

分片挂钩制度，主动上门服务，坚持每月对接，在客户、政

府、公司三者之间架起连心桥。每月编印《如皋供电服务

之窗》简报１份，分析每月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电量在南通

地区位次和重要电力客户用电情况，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

供参考。２０１３年夏季持续３５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超过

３０天，如皋电网负荷７次创新高，最高负荷８５．４８万千

瓦、同比增加２０．２６％，最高日供电量１７８２万千瓦时、增

幅１８．４８％。从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入手，分

别在白蒲、搬经、柴湾３个变电站各增加１台８万千瓦时

变压器，解决局部重载问题，精心调度，切实做好有序用电

工作，注重提升事故应急抢险速度和能力，确保如皋电网

整体运行平稳，全市未发生一起大面积停电事故。在东陈

镇龙卷风等抢修中，以优质服务践行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６月２６日，走进市电台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以“迎峰度

夏与亲情电力”为话题，与广大听众、网友沟通交流，解答

关于阶梯电价、装表接电、电表校验以及临时用电等方面

问题。２２支共产党员服务队建立起长寿老人服务卡，用

心服务城乡长寿老人。

市供电公司走进市电台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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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电公司第九次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称

号】　５月，由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安监总局联合评比的

２０１２年度全国 “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名单揭晓，市

供电公司第九次蝉联全国 “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称

号。至１２月３１日，市供电公司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５５２６天。

【２２０千伏泓北沙输变电工程竣工投运】　９月８日，位于

长江镇的２２０千伏泓北沙输变电工程竣工，成功投运。

工程初期投资１．９亿元，新增１２０兆伏安主变压器

１台。主体工程于２０１２年２月开工，远景设计规模为２

台主变。工程投运将增强如皋港区供电能力，对长青沙

岛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及各项临港产业发展提供电力

保障。

【１１０千伏永平输变电工程竣工投运】　１２月２４日，位于

长江镇的１１０千伏永平变电站成功投运。这是南通地区

投运的第一座智能变电站。

工程首期投入４９００万元，新建８万千伏安主变压器

１台、１１０千伏进线２回，按智能变电站标准设计施工，达

到全站信息数字化、通信平台网络化、信息共享标准化要

求，并可根据需要具有支持电网实时自动控制、智能调节、

在线分析决策、协同互动等功能。工程建成将大大改善如

皋港区及周边薛窑、九华等地电网结构，持续助力如皋沿

江大开发。

（周　宁）

２０１３年全市电量收支平衡情况一览
　表５２

项　　　　目 用户数（户） 装接容量（千瓦） 年末累计用电量（万千瓦时）

发购电量总计 ０ ０ ４６５７７８

发电量 ０ ０ １３０４３

输购入电量 ０ ０ ４５２７３５

　１．输入电量 ０ ０ ４５２７３５

　　其中：外省（系统）输入电量 ０ ０ ０

　２．购入电量 ０ ０ ０

全社会用电总计 ５３６２５０ ５１３６６２１ ４５３７６９

一、农、林、牧、渔业 １３５１０ １７３５４２ ６８８５

二、工业合计 ２８５０９ １３１５９２５ ３１７０１３

三、建筑业 ２４６２ １４７６０１ １００２８

四、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８３ ３５７０２ ２７６５

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８４７ ３２６４８ ３５７４

六、商业、住宿和餐饮业 ２２３４６ ２６７４４３ １７１２０

七、金融、房地产、商务及居民服务业 ７０４２ １１９５４０ ４７７３

八、公共事业及管理组织 ３７０３ １５８９２７ １４１７９

九、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４５２６４８ ２８８５２９３ ７７４３２

　 城镇居民 ６８５７６ ５６５３８３ １６０４４

　 乡村居民 ３８４０７２ ２３１９９１０ ６１３８７

输出电量 ０ ０ １２００９

　其中：向外省（系统）输出电量 ０ ０ ０

支出电量总计 ０ ０ ４６５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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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邮邮　　　　　　　　　政政政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邮政局有从业人员６０５人。全市有

邮政网点５８个，邮运汽车１０辆。有投递邮路１４８条，其

中农村投递邮路１３０条。市邮政局获省和南通市“敬老文

明号”、省“模范职工之家”、省和南通市文明单位称号。市

邮政局“秉承‘爱心文化’打造农村邮政投递服务平台”企

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获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二等奖、交通

运输部三等奖。

邮政业务　年内，市邮政局实现业务收入１．８６亿元，

同比增长６．５％，完成收支差额５２４６万元，全员劳动生产

率３０．５８万元，继续保持收入规模全省县（市）级邮政局第

三、综合考评第一。代理保险保费６．５亿元，其中代理中

邮人寿保险保费１．３５亿元。实现代理金融业务收入

１．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７％。优化“苏邮惠民”加盟店进出

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形成加盟店１７２家，叠加销售和邮政

服务，实现分销收入１７４万元。代售火车票、汽车票、航空

客票累计６万张。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推进“四不出村”工

程，全市１／３的村农民实现参加养老保险缴费不出村、养

老金领取不出村、信息查询不出村、政策咨询不出村。在

地方公安和上级运保部门统一组织下，防治电信诈骗，全

年阻止电信诈骗６起计３．８万元。市邮政局职工陆国庆

等５人受到市公安局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嘉奖。２月２４

日，邮储余额突破１００亿元大关，成为全国首家邮储余额

超百亿县级邮政局。

网点建设　年内，市邮政局完成１１个网点改造装修，

下原邮政支局、金库土建装修扫尾工作，均投入使用。改

造面积２６０３．６７平方米，增加台席２８个。投入使用汽车

邮路１条，为投递员更换电瓶车２０辆、摩托车１２５辆。

队伍建设　年内，市邮政局强化员工思想政治工作，

坚持思想政治工作重心下沉到生产一线，开展谈心活动、

道德大讲堂等形式多样活动。注重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工

作，从业人员参陪率１００％。张荣富等３人获南通邮政

“十佳”投递、营业员称号，石霖等２人获南通邮政“十佳”

营销员称号，姜宏等２人获南通邮政“十佳”支局长称号，

张颖娟获南通邮政“十佳”技术能手称号。

７月２１日，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踏访如皋“爱心邮路”

【“爱心邮路”１５周年系列活动】　２０１３年，市邮政局以

“爱心邮路”创建１５周年为契机，开展 “爱心邮路”建

设系列活动。“爱心邮路”获全省邮政特色邮路建设突出

贡献奖，市邮政局搬经支局投递员赵颖东当选为全省最

美邮递员。

年内，市邮政局组织全体乡邮员义务献血，参观红十

四军纪念馆和如皋博物馆，观看有乡邮员代表参与拍摄的

故事片《青春的应答》。夏季，在５０年未遇持续高温下，组

织乡邮员为帮扶孤寡老人开展形式多样关爱活动。７月

２０日，市邮政局与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举行“爱心

邮路”道德讲堂活动，特邀中央候补委员、全国道德模范、

当代“活雷锋”郭明义，全国道德模范张云泉，全国人大代

表、泰兴市邮政局江平路支局局长何建忠，党的十八大代

表、洪泽县“水上邮路”投递员唐真亚到如皋考察“爱心邮

路”，与乡邮员们一起畅谈体会，并举行郭明义爱心团队如

皋邮政局青年分队成立仪式。

（刘　稷）

通通通　　　　　　　　　信信信

中国电信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有员工３１０

名，内设办公室、销售部、政企客户部、维护安装部，下设农

村支局２０个、城区支局５个。２０１３年，中国电信如皋分

公司被评为省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省价格诚信单位、南通

市文明单位。

工程建设　年内，中国电信如皋分公司开展“宽带飞

跃、宽带质量提升”专项工作，提升装维服务客户感知和装

维服务效率，优化宽带网络端到端承载能力，确保宽带网

络稳定运行。开展“畅游３Ｇ”劳动竞赛，深度覆盖３Ｇ热

点区域，保障３Ｇ客户感知领先优势，保持ＣＤＭＡ网络持

续领先地位。７月３０日，启动４Ｇ建设，至年末，规划站点

２０３个，覆盖范围涵盖如城主城区、东陈、柴湾、皋南等部

分区域。

业务发展　年内，中国电信如皋分公司围绕信息化水

平大幅提升这一目标，发挥综合信息服务优势，为市政府

“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信息化建设和服务支撑；致力于社会

面监控闭合工程项目建设，着力提升全市社会防控体系科

技含量，强化社会治安驾驭能力，营造良好治安环境。推

进三网融合，推出更多天翼智能手机、家庭固话、宽带、网

络电视融合方式，开展打天翼手机送高速宽带活动，组建

亲情、友情、商情天翼手机网，提供免费互打，推广天翼手

机应用，天翼、宽带、网络电视规模不断提升，有效提升电

话普及率和宽带普及率，为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奠定良好

基础。

服务管理　年内，中国电信如皋分公司强化服务管

理，注重营业员能力提升培训，加强服务管理监督，聘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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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监督员，抓好服务软件、硬件建设，提升用户服务感知。

拓展服务渠道，拓宽服务通道，全年新增社会渠道１３４个，

其中专营店９１个、卖场店４３个。持续开展“为民服务创

先争优”活动，营造优良服务氛围，提高行业服务质量和服

务水平。

（陈　红）

中国移动通信

【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现

有移动通信基站超过５００座，网络覆盖率９９．９％，客

户满意度８０．６％。２０１３年，被省移动公司评为先进

集体。

业务经营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用

户总数８０万户，有各类营业厅２４０多家、乡村便民店近

１８０多个，营业收入达５０１７１．９２万元，同比增长４．２％。

移动光纤宽带覆盖所有行政乡镇。

服务管理　年内，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公司落实全

程品质管理，推进 “沟通１００”服务体系建设，从对外

落实客户满意度向内外兼顾全过程品质管理转变。从落

实组织保障、提升员工意识、关注社会热点、重视客户

监督、强化服务宣传五方面加强政风行风建设，赢得客

户信赖与肯定，获南通市诚信单位称号。推动转型，将

集团信息化项目拓展作为重中之重。集中力量突破金融、

物流、酒店等行业语音、数据专线业务，顺利拓展多家

代表性高价集团，信息化服务工作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与

示范效应。

如皋移动公司受邀参加市政府召开的全市４Ｇ推进会

　　网络建设　年内，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面向市场需

求，保持高品质网络优势，推动自主创新，发展ＴＤＳＣ

ＤＭＡ，同时做好ＴＤＬＴＥ建设和运营工作，加快４Ｇ建

设步伐，推进公司信息化服务更上新水平。受邀参加市

政府组织召开的ＴＤＬＴＥ工程建设推进会，如皋同行中

４Ｇ建设与发展占据领先位置，促进如皋４Ｇ产业发展

提升。

（吴　银）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概况】　中国联通如皋分公司在岗员工７１人，其中本科

以上学历者占３８％。有通信站点２３０座、下属营业受理

网点８０个、零售网点３６０家。２０１３年，中国联通如皋分

公司先后获南通、如皋两级政府及南通市分公司授予青年

文明号、用户满意服务明星企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先进单

位、先进集体、巾帼示范岗等称号。

业务经营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中国联通如皋分公司用

户总数１６９９２０户，其中年内新增７７７２２户。实现通信服

务收入８３６３．９万元，同比增长６．０２％。

服务管理　年内，中国联通如皋分公司以客户感知为

中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致力于满足客户综合信息服务

需求，以优质网络、贴心服务、精彩业务，打造３Ｇ时代全

新品牌形象。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贯彻执行

“以客户感知为中心”服务体系，引入服务质量社会监督体

系，借助社会力量，规范自律，提高服务质量监督，提升服

务品牌形象。

网络建设　年内，中国联通如皋分公司坚持以网络质

量为企业生命线，不断推进驻地网建设，定期开展专项网

络优化，重点解决市区、高速公路、旅游景点、地形复杂区

域、边界漫游区等“难点地区”网络质量问题，真正实现点

－线－面全面覆盖目标。

（李伯林）

·４１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