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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电公司实行机构改革　Ｐ２９２

●“爱心邮路”品牌效应不断放大　Ｐ２９３

供供供　　　　　　　　　电电电

【概况】　市供电公司隶属于江苏省电力公司，有员

工１２８１人，其中全民员工４１９人、集体员工１０人、

农电员工８５２人。承担全市２０个镇（区、园）６．２

万多户动力客户、４４．９２万多户照明客户供电任

务。全市有公用变电所３５座，其中２２０千伏变电

所５座、１１０千伏变电所１５座、３５千伏变电所１５

座；有主变压器６１台，总容量２８１．８万千伏安；有

配电变压器６７８５台，总容量１１６．０９万千伏安；有

２２０千伏线路１０条计２６５公里、１１０千伏线路３１

条计３３７．８５公里、３５千伏线路３８条计２９２．２７公

里、２０千伏线路５条计１５．２７公里、１０千伏线路

２１６条计３６６１．３０公里。２０１１年５月，市供电公司

实行机构改革，部分职能移交至省电力公司和南通

供电公司，职能部室由１６个压缩至５个，设调控中

心、配电运检工区、客服中心３个生产工区。２０１１

年，市供电公司被表彰为省电网建设功臣集体、省

交通安全示范企业，蝉联江苏省文明行业、南通市

文明行业称号。

全社会供用电　年内，全市完成供电量３９．３９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２．２％，居南通五县市之首。

完成全口径售电量３５．９７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１２．５５％。

安全生产　年内，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思想，开展“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年”活

动，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弘扬如皋特色“周练

月考季过关”。至１２月３１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４７９５天，安全记录超１３年。连续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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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７９７８．２７万元，

建设改造农网项目８０６个。新建改造４００伏线路

计４０７．３６公里，改造接户线１０７９．５２公里，新增配

变２２５台，改造配变１３８台，工程惠及百姓５．６７万

户。１１０千伏葛市变被省电力公司表彰为优质工

程。完成技改工程７项。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份开工建

设的２２０千伏南通西开关站输电工程进展顺利。６

月１３日，１１０千伏磨头变升压工程建成投运。迎

峰度夏前，相继完成１１０千伏搬经变、３５千伏下原

变、许庄变主变增容改造项目４个。１２月２２日，

２２０千伏常青输变电工程竣工投产。年底前完成５

千伏凤鸣、江安变和１１０千伏港区变技改。

服务经济　全年完成１０多个重大项目保电工

作，投运２０千伏及以上重大客户工程１１个。年

内，市供电公司继续实施班子成员与２０个乡镇分

片挂钩制度，主动上门服务，坚持每月对接制度，在

客户、政府、公司三者之间架起连心桥。夏季，历经

暴雨、高温、龙卷风、台风考验，在如皋港排涝、丁堰

倒塔等抢修中，公司员工以优质服务践行“为民服

务创先争优”。６月２１日，走进市电台政风行风热

线直播间，以“迎峰度夏与低碳节能”为话题，与广

大听众、网友沟通交流，解答关于装表接电、电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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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以及临时用电等方面问题。

【２２０千伏常青输变电工程竣工投运】　２月２２日，

２２０千伏常青输变电工程成功投运。

工程总投资２．９３亿元，首期新上１８０兆伏安

主变压器１台、２２０千伏出线４回、１１０千伏出线６

回、１０千伏出线１０回。远景规划１８０兆伏安主变

压器４台、２２０千伏出线１２回、１１０千伏出线１４

回。该工程建成投运，使如皋主网结构更为合理，

填补如皋市西部地区２２０千伏变电所空白。

【市供电公司实行机构改革】　５月，市供电公司根

据国家电网公司在江苏省电力公司试点运行“三集

五大”（“三集”指人、财、物高度集中，“五大”指建设

大运行、大检修、大规划、大营销、大建设）体系建设

要求，实施机构改革，部分职能移交至省电力公司

和南通供电公司，职能部室压缩至５个（办公室、党

群工作部、安全监察部、发展建设部、人力资源部），

生产工区压缩至３个（调控中心、配电运检工区、客

服中心生产工区）。５月２６日，原石庄、兴园、如

港、金城４个２２０千伏变电站运行维护工作正式移

交给省域检修公司。６月３日，地县一体化由试运

行转入正式实施，如皋电网全面实现调控一体化和

地县一体化。

【市供电公司第七次蝉联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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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揭

晓，市供电公司第七次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

企业称号。

【如皋港“７·１３”快速抢险】　７月１３日，特大暴雨

突袭如皋，如皋港成为内涝“重灾区”，３条１０千伏

线路相继失电，排涝站变压器发生故障。市供电公

司本部４０多名员工和３０余名农电工及时组成抢

险突击队，分３个大组、１２个小组，投入抢修，用不

到２个小时，成功修复排涝站故障变压器。同日，

清理倒伏树木４８１棵、处理低压故障３８４处，以最

快速度让如皋港恢复供电，赢得老百姓赞誉。

（周　宁）

２０１１年全市电量收支平衡一览
　表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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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４０４１０２

发电量 ／ ／ １３５３４

输购入电量 ／ ／ ３９０５６８

　１．输入电量 ／ ／ ３９０５６８

其中：外省（系统）输入电量 ／ ／ ／

　２．购入电量 ／ ／ ／

全社会用电总计 ５１４８５９ ４９２２９５５ ３９３９２３

一、农、林、牧、渔业 １２５００ １６３９０１ ５３５０

二、工业合计 ２７７６４ １３５９８７６ ２９３０５４

三、建筑业 ２９４１ １４４２１７ ９１７７

四、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２４ ３０８８５ １９４０

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０１２ ２４５８４ ２６６４

六、商业、住宿和餐饮业 ２０８８１ ２４０８９３ １１７９３

七、金融、房地产、商务及居民服务业 ６２８５ ９６７９５ ３７４４

八、公共事业及管理组织 ３４４５ １３７３０４ １０１７１

九、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４３５９０７ ２７２４５００ ５６０３０

　城镇居民 ６１２２６ ４９２２９７ １２１０２

　乡村居民 ３７４６８１ ２２３２２０３ ４３９２８

输出电量 ／ ／ １０１７９

　其中：向外省（系统）输出电量 ／ ／ ／

　　支出电量总计 ／ ／ ４０４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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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邮邮　　　　　　　　　政政政

【概况】　市邮政局现有从业人员５７９人。全市现

有邮政网点５８个、邮运汽车１０辆。全市有投递邮

路１４８条，其中农村投递邮路１３０条。

邮政业务　年内，实现业务收入１．４３亿元，同

比增长３６．５％，高于全省平均增幅１８．１个百分

点。邮政企业新增储蓄余额１３．５亿元，代理保险

４０８２４万元。邮政企业实现代理金融业务收入

１１０１２万元，同比增长４２．３１％，金融业务收入占总

收入７７．３８％。实现收支差额４５３９万元，同比增

长１０６．３％，列全省县（市）局之首。在全省县（市）

邮政局以经营规模为主要指标的综合排名中位居

第二，比上年前移两位。每月代发新农保２０多万

户。农电费预存代扣累计达３２．５户，全年预存代

扣金额达８４３８万元。全年累计代订代售火车票、

航空客票４４４６４张。发展“自由一族”会员５８６个，

实现会员年费收入１１６０２８元，发展“自由一族”会

员特约消费商户１０户。１５个邮政网点开办代理

人保车险业务。发展“苏邮惠民”加盟店１３０个，累

计实现交易额１３０４．５万元，加盟店平均单点预存

款超过千元。

网点建设　年内，市邮政局投资４４１．５６万元，

装修改造农村网点环境６０个。

队伍建设　年内，市邮政局举办各类培训班

１０期，从业人员参培率达１００％。全年送培５５人，

在读高等教育４６人，获大专、本科学历文凭２６人，

４００多人参加各类远程教育培训。联合市总工会

举办邮政营业、投递业务技能大赛，城中支局王晶

阳和白蒲支局姚亚梅获如皋市五一劳动奖章，林梓

支局张源源、丁东支局张颖娟、搬经支局赵颖东和

九华支局马富强４人获如皋市职工技术能手称号，

搬经支局获如皋市五一先锋号称号。

【“爱心邮路”品牌效应不断放大】　４月８日，市司

法局、市邮政局联合启动“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

将“六五”普法工作与“爱心邮路”融合，创新“六五”

普法教育，扩大普法覆盖面，通过投递员和邮政函

件服务推进法律知识进村、到企、入户，并由乡邮员

收集群众法治新需要反馈给司法部门，及时了解广

大群众学法、懂法的需求，强化社会管理能力和水

平，促进普法工作互动。

“爱心邮路”引领如皋打造“爱心城市”，促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谱写新时代和谐音符，引起各

方关注。４月１３日，中国邮政道德模范系列五集

电视片《春天·２０１１———发生在“爱心邮路”上的故

事》在如皋开机拍摄，讲述人民信使陈昭斌、“新雷

锋”姚泽民、１３７条“爱心邮路”上的典型、“爱心邮

路”架起致富桥、流淌在爱心城市里的故事。５月

２７日，国家邮政工会常务副主席朱惠忠一行专程

到如皋调研“爱心邮路”。调研中，朱惠忠表示：

“‘爱心邮路’走过十多年艰辛历程，很不容易，如皋

邮政人很了不起！”

（刘　稷）

电电电　　　　　　　　　信信信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现有

员工３１３人，内设综合管理部、市场部、政企客户

部、公众客户部、维护安装部，下设如城支局和２０

个农村支局。２０１１年，市电信分公司全面完成经

营发展指标，维护建设投资全部到位，收入绝对值

及增幅均居全区第一位，继续保持全省文明行业、

省价格信得过企业、诚信企业称号。年末，全市拥

有固定电话用户３２．８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

９．８万户、农村电话用户２３万户。

工程建设　年内，完成切块投资５９４８万元。

围绕“宽带中国、光网城市”主题，开展“畅快光网”

行动，提升光接水平，实现主城区８０％、农村５０％

光纤覆盖。围绕“满意宽带”，不断提升装维能力，

组织实施“光进铜退”、“ＦＴＴＨ改造”、“宽带提速”

工程，开展线路整治和优化，全年割接宽带用户

５０００多户，优化城域网避免流量拥堵，整治线路提

高线路质量，使宽带更宽，保障高速宽带上网、高清

网络电视需求。围绕“精彩无线”目标，加大宏站建

设，填补弱覆盖区域空洞，积极开展 ＷｉＦｉ建设（无

线网络城市建设），全面完成 ＷｉＦｉ建设任务，使无

线网络速度更快，网络更稳，使用更方便。

信息化建设　年内，围绕市委、市政府信息化

中心工作，在农村加大硬件投入，推出一系列优惠

政策，建设信息化村镇、天翼村组，使乡亲网内用户

通话免费。在城区，推进数字城市、平安小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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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需求。建成数字城管系

统，提高城市管理运行效能，城市管理更高效。建

成公安“１１０”图传系统，实现移动监控图像接入和

管理，提升社会安全保障系数。

服务管理　年内，围绕营业厅、线路装维服务

能力提升这一主线，从严检查，从严考核，从人抓

起，抓好基础建设，把好细节关。开展专项规范培

训，参培人员达３０００余人次，提升一线人员服务素

质。加大服务设施改造，提升营业厅硬件环境，夯

实业务发展基础。改装、新建营业厅６处，改善营

业环境，设立体验场所，让用户亲身体验丰富应用。

实现卖场、渠道有效延伸，营业网点遍布乡镇，方便

用户需求。

【市行政服务中心电信服务分中心挂牌成立】　

１２月２２日上午，市行政服务中心电信服务分中心

挂牌成立，并开始正常运转。分中心设在市电信公

司福寿西路１号主营业厅。

（陈　红）

移移移　　　动动动　　　通通通　　　信信信

【概况】　２０１１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

司如皋分公司拥有移动通信基站超过５００座，网络

覆盖率达９９．９％。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如

皋市分公司在岗员工７０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者

占３０％；现有通信站点１８０余座、下属营业受理网

点８０余个、零售网点２５０家。２０１１年，中国移动

如皋分公司获南通市文明行业等称号。中国联通

如皋分公司先后获南通、如皋两级政府以及市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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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如皋分

公司用户总数７２．０３万户，其中年内新增用户

２３．６２户。年内实现运营收入４８７０３万元，同比增

长８．１％；实现营业利润２３５５７万元，同比增长

６．８％。截至１２月３１日，中国联通如皋分公司用

户总数１５２８８９户，其中年内新增８９２３３户。实现

通信服务收入７８６１万元，同比增长２０．１％。

服务管理　年内，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落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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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市总工会、人社局举办“我型我秀”服务技

能大赛活动，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渠道，扩大通

信服务内容和内涵。拓展多个信息化项目，成功升

级“１２３４５”市长热线平台，全区首创环卫信息化项

目，通过“环卫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垃圾中转站、

垃圾运输车以及巡查监督车管理，满足环卫信息化

发展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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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面向市

场需求，保持高品质网络优势，以推动自主创新、发

展ＴＤ－ＳＣＤＭＡ为己任，做好ＴＤ－ＳＣＤＭＡ建设

和运营工作，推进公司科学发展能力更上新水平。

开展网络扫盲活动，实施专项网络优化。深入研究

话音和数据业务变化规律，探索高效优化手段。建

立客户网络覆盖类投诉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客服部

门预处理能力。全面落实基站小区完好性指标、覆

盖延伸系统质量、高速铁路沿线通话质量优化、全

网切换成功率、强干扰小区整治等专项工作，提升

网络总体健康度，树立中国移动优质网络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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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银　李伯林）

·４９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