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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电公司第八次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称号　Ｐ２６０

●市供电公司在地方行风测评中位列第一　Ｐ２６０

供供供　　　　　　　　　电电电

【概况】　市供电公司隶属于省电力公司，有员工

１２５０人，其中全民员工３９３人、集体员工１０人、农

电员工８４７人。承担全市２０个镇（区、园）８．３７万

户动力客户、４５．３１万户照明客户供电任务。全市

有公用变电所３６座，其中２２０千伏变电所６座、

１１０千伏变电所１５座、３５千伏变电所１５座。现有

主变压器６１台，总容量２８１．８万千伏安。有配电

变压器７３２３台，总容量１３２．２３万千伏安。现有

２２０千伏线路１０条计２６５公里、１１０千伏线路３３

条计３７６．５２公里、３５千伏线路３８条计２９４．６１公

里、２０千伏线路５条计１５．６４公里、１０千伏线路

２３９条计３９５５．８２公里。２０１２年，市供电公司按照

省电力公司统一部署，深化“三集五大”机构改革，

统一设置办公室、发展建设部、人力资源部（党委组

织部）、安全运检部、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党群工作

部（纪委办公室、工会办公室）６个职能部室。统一

设置检修（建设）工区和客户服务中心２个业务实

施机构。２０１２年，市供电公司获２０１２年度全国

“安康杯”竞赛安全文化宣传活动先进单位称号，蝉

联省文明行业、南通市文明行业称号。公司员工胡

新雨在２０１２年江苏省电力行业变电检修工职业技

能竞赛中代表南通供电公司参赛，勇夺团体第一和

个人第一。

全社会供用电　年内，全市完成供电量４２．３４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８．５３％，居南通五县市之首。

完成全口径售电量３９．４６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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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年”活动，集

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继续弘扬如皋特色“周练、月考、季过关”。至１２月

３１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５１６１天。连续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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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１０个亿。其中投入８０３９．５３万元，建设改造

农网项目１１３３个。新建改造４００伏线路计

６８２．２８公里，改造接户线１７４．３４公里，新增改造

配变５０６台，工程惠及百姓４万余户。投入１．７亿

元，完成建设改造配网项目６１１个，新建１０千伏线

路６９．４公里，新增配变１９２台３３．２兆伏安、增容

配变１７９台４６．８兆伏安。完成南柴线等８条重负

荷线路分拆，完成３５千伏许庄变扩建等４个大项

９个小项迎峰度夏项目。２２０千伏常青变以得分第

一通过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验收。１１０千伏邓

高变顺利通过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检查。履行

属地责任，开展淮南－南京－上海１０００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如皋段前期工作。２月２８日，２２０千伏

泓北沙输变电工程破土开工。４月２７日，２２０千伏

南通西开关站竣工投产。５月１４日，１１０千伏城河

线开环进常青变线路工程竣工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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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济　年内，市供电公司完成１６个重大

项目保电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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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个镇分片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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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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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电量在南通地区的位次和重要电力

客户用电情况，为市委、市政府进行决策提供参考。

夏季，历经暴雨、高温、龙卷风、台风考验，在搬经龙

卷风等抢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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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千伏南通西输变电工程一期竣工投运】　４月

２７日，２２０千伏南通西输变电工程一期竣工，成功投运。

２２０千伏南通西输变电工程一期新建２２０千

伏开关站，投资２．２９亿元。主体工程于２０１１年２

月开工，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竣工投产。工程首期建

成投运６回２２０千伏线路７５．８千米。该工程建成

投运，使如皋主网结构更为合理，提高了２２０千伏

石庄变、２２０千伏如港变、２２０千伏常青变供电能力

和供电可靠性。工程投运后，主要进行５００千伏升

压工程线路红线办理、土地预审、环境评价等工作。

【市供电公司第八次蝉联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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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揭

晓，市供电公司第八次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

企业称号。

【搬经“７·３”龙卷风快速抢险】　７月３日，一场龙

卷风突袭如皋搬经地区，损坏变压器２台，电杆倒

伏１３根，折断高低压电力线路４０多公里。市供电

公司立即组成１２０多人的抢险突击队，分３个大

组，第一时间到达灾害现场，确定抢修方案，立即投

入抢修，连续冒雨抢修６个多小时，于当夜２１时全

部恢复供电，赢得老百姓赞誉。

搬经“７·３”龙卷风快速抢险现场

【市供电公司在地方行风测评中位列第一】　２０１２

年，市供电公司和所辖２０个供电所在市人大和地

方政府行风测评中均位列第一名。

年内，市供电公司被市人大列为评议单位，同

时作为基层公司参加国家电网公司系统五级联动

行风测评，并作为省电力公司试点单位参加全省文

明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市供电公司按照“一听、

二看、三座谈、四评议”方式推进迎评工作。组织开

展“百人看电力”活动，在２０个镇（区、园）累计分别

召开镇人大代表座谈会、大客户座谈会４８次。委

托市人大发放满意度测评表１１１３份，将分类汇总

收集的意见建议，逐条落实整改。

２０１２年全市电量收支平衡表
　表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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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０６９１

发电量 ０ ０ １３６１０

输购入电量 ０ ０ ４１７０８１

　１．输入电量 ０ ０ ４１７０８１

其中：外省（系统）输入电量 ０ ０ ０

　２．购入电量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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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１－１

项　　　　目 用户数（户） 装接容量（千瓦） 年末累计用电量（万千瓦时）

全社会用电总计 ５３６２５０ ５１３６６２１ ４２７６８７

一、农、林、牧、渔业 １３５１０ １７３５４２ ６０８９

二、工业合计 ２８５０９ １３１５９２５ ３１０２００

三、建筑业 ２４６２ １４７６０１ ９９１３

四、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８３ ３５７０２ ２３６７

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８４７ ３２６４８ ３０７３

六、商业、住宿和餐饮业 ２２３４６ ２６７４４３ １５０２８

七、金融、房地产、商务及居民服务业 ７０４２ １１９５４０ ４０３６

八、公共事业及管理组织 ３７０３ １５８９２７ １２１２７

九、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４５２６４８ ２８８５２９３ ６４８５４

　 城镇居民 ６８５７６ ５６５３８３ １４０４９

　 乡村居民 ３８４０７２ ２３１９９１０ ５０８０５

输出电量 ０ ０ １５０２５

　其中：向外省（系统）输出电量 ０ ０ ０

　　支出电量总计 ０ ０ ４４２７１２

（周　宁）

邮邮邮　　　　　　　　　政政政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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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业务　年内，市邮政局实现业务收入

１．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６４％，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５个百分点，规模总量列全省县（市）第三位。完成

收支差额５５５６万元，同比增长３３％。全员劳动生

产率达２９．８７万元，同比增长２０．１％，综合考评列

全省县（市）局第一。全年净增储蓄存款１５．５亿

元。代理保险５．８５亿元，其中代理中邮人寿保险

１．５亿元。实现代理金融业务收入１．３７亿元，同

比增长２４．３％。邮政储蓄规模、代理保险总额均

列全国县级局第一。全市建成 “苏邮惠民”加盟

店２００家，开办代缴电费、水费和电话费等业务，

方便广大农民日常生活需要。支持农村社保体系

建设，每月代发新农保２０多万户。邮政网点全部

代订代售火车客票、航空客票，全年累计代售票

１９７３０张。

网点建设　年内，市邮政局改造装修网点９

个，增扩窗口服务面积９７３平方米，增加对外服务

台席２２个。

队伍建设　年内，市邮政局领导和职能部门负

责人到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与员工普遍谈心，

统一思想，鼓舞士气。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０期，

从业人员参培率达１００％。赵颖东等３人获南通

邮政“十佳”营销、投递服务标兵称号，林波获“十

佳”营销能手称号，徐金幸获“十佳”技术能手称号。

孙金华等２人获南通邮政“为民服务之星”称号。

马富强继王飞云之后，又一次在全国邮政员工中唯

一获“中华孝亲敬老之星”称号。

【“爱心邮路”品牌效应不断扩大】　３月，省委宣传

部召开专题座谈会，推广如皋“爱心邮路”构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典型经验，赋予“爱心邮路”新的

内涵。市邮政局以此为动力，深化“爱心邮路”建

设，提升邮政社会价值。

市邮政局以“爱心邮路”乡邮员为主体，成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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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大队，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学雷锋日和重阳节，局机关全体管理人员、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志愿服务者和支局长、不在

班营业员以及部分家属子女，与乡邮员一起到“爱

心邮路”上为孤寡老人志愿服务，不但给乡邮员以

精神支撑，而且扩大了社会影响。

“爱心邮路”建设常态化，内涵不断丰富拓展，

“助残邮路”、“普法邮路”、“健康邮路”不断放大社

会影响。２０１２年，“爱心邮路”获南通市“为民服务

创先争优”优秀品牌。市老龄委推荐“爱心邮路”申

报南通市首批“敬老文明号”。

　　“爱心邮路”乡邮员参与拍摄以爱心大使赵小亭事迹

为题材的电影《赵小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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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名，下辖如城支局和农村支局２０个。２０１２

年，市电信分公司继续保持省级文明行业、价格诚

信单位称号，被评为省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省电信

工会先进基层工会，获如皋市优秀消费维权直通

站、社会管理创新先进集体、大学生“村官”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

工程建设　年内，中国电信如皋分公司完成上

市公司切块投资４１８２万元，网分公司投资１０７３万

元，第三方合作投资５４０万元。加快ＦＴＴＨ（光纤

到户）迁改和ＯＤＮ（光纤）网络覆盖建设，累计立项

网络覆盖项目７３个，光纤宽带步入更多小区。无

线网络精确优化，累计规划建设宏基站２２个，外打

ＲＲＵ（射频拉远）３５个，室内分布ＲＲＵ１８个、ＡＰ

（无线接放）４７０个，热点３８个，使无线网络更快、

更稳、更方便，网络优势更强。

信息化建设　年内，中国电信如皋分公司围绕

推进信息化进程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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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天翼手机小额支付、会议

云、人员定位、车管专家等多个应用。网络电视回

看功能得到更多用户喜爱和认可，天翼、宽带、网络

电视规模不断攀升，有效提升电话普及率和宽带普

及率，为创建科技进步乡镇奠定良好基础。

服务管理　年内，中国电信如皋分公司围绕提

升客户满意度这一主线，实现服务由被动向主动、

标准向智能、封闭向开放转型，巩固宽带服务优势，

提升３Ｇ服务能力，提升渠道一体化服务能力。着

力改善服务中的突出问题，从增加服务网点、提高

网点服务效率入手，加强营业厅服务，做好细节服

务，规范服务标准，提升客户感知，提升服务品质。

新增专营店７１家、卖场店７７家，机卡代销点累计

达５３６个。组织服务培训３０００多人次，培训内容

涵盖业务知识、装维技术、职业道德等，提高一线人

员服务技能和素养，形成良好工作作风。开展“为

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营造优良服务氛围，切实提

高行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陈　红）

中国联通

【概况】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如皋市分公

司有在岗员工６９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者占

３２％。有通信站点２２３座、下属营业受理网点８６

个、零售网点３５６家。２０１２年，获南通市、如皋市

两级政府及市分公司授予的青年文明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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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３２２户，其中年内新增８１１１３户。

实现通信服务收入７８８９万元，同比增长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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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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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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林）

中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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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覆盖率达

９９．９％。２０１２年，获南通市工人先锋号，如皋市服

务业２０强企业、优秀消费维权直通站称号。

业务经营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中国移动如皋分

公司用户总数７５万户。年内，实现运营收入５．２

亿元，同比增长７．２％，上缴国家税收１４３９万元。

服务管理　年内，中国移动如皋分公司落实

全程品质管理，内外部加快 “沟通１００”服务体

系建设，相继开展 “诚信服务，满意１００”、 “金

牌服务，满意１００”主题活动。联合市总工会、

市人社局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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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拓展市环卫、恒康、市人民法院

等多个信息化项目。

“我型我秀”技能比武大赛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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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自主创

新、发展ＴＤ－ＳＣＤＭＡ为己任，做好ＴＤ－ＳＣＤ

Ｍ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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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银）

·３６２·供电·邮政·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