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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的时候要注意检查充电桩显示是
否正常 ，一定要记住 ，充电时严禁拔出充电
枪和启动汽车”。 近日，泗县供电公司员工在
泗县公安局对新投运的电动汽车充电站进
行安全检查，热心地向前来充电的车主普及
电动汽车充电常识 ， 让绿色低碳出行更便
捷、更舒适。

该充电站严格按照安全与环保要求建
设打造 ， 新建 120 千瓦一体式直流充电桩
一台 ， 充电桩采用一机双枪 ， 操作方便简
单 ， 将充电枪插到车上后 ， 可通过扫描二
维码 、 刷卡等形式进行充电 ， 单枪最大功
率可达到 120 千瓦 ， 能满足一般电动汽车
在 1 个小时内完成充电 ， 让电动车主真正

实现 “充电自由 ”。 自项目建设以来 ，该公
司主动对接 ，从项目申请 、现场勘查 、方案
制定 、技术指导等环节 ，提供全过程服务 ，
保障项目尽快落地 。 该充电站的建成投运
是泗县供电公司创新拓展新能源应用的具
体体现 。

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充电设施建设
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为满足市场需求，该公
司主动服务辖区内电动汽车充电站项目建设，
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全口径一揽子服务，并定
期组织人员到各充电站，对充电桩的接地完好
性、运行情况、充电枪及专用供电设备等进行
安全检查，全力推进绿色能源发展，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 （刘銮坤 朱帅）

近日 ，在砀山县与萧县交界处的 10 千
伏文庄 104 线路和 10 千伏孙庙 111 线路新
建砀萧联络线施工现场 ，两地 10 千伏电网
正式实现跨县区联络。

砀山县供电公司 10 千伏文庄 104 线路
位于砀山最东部，线路全长 24.5 千米 ，且为
单辐射供电线路，供电可靠性低。 因线路位于
县区域边缘，跟砀山县其他 10 千伏线路无法
做到有效联络，当线路前段发生故障时，容易
造成后端负荷无法转移，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当地群众的可靠用电。

砀山县供电公司在提升供电可靠性、确保
群众电力可靠供应上下功夫。积极与该 10千伏
线路相邻的萧县供电公司协商沟通， 筹划跨区
域联络专项工作，双方经过配网联络需求调查、

项目可行性分析后，决定在砀山境内 10 千伏文
庄 104 线路和萧县境内 10 千伏孙庙 111 线路
之间架设联络线路，实现两地互联互通，提高两
地交界区域群众供电可靠性。

“联络开关核对相位正确 ，可以进行开
关引线接入作业。 ”随着砀山县供电公司带
电作业班班长张磊对开关核对相位正确，带
电作业员工王作敏、朱凯将智能开关引线连
接成功， 两地 10 千伏电力线路互联作业顺
利完成。

砀山县供电公司在 35 千伏电网实现双
电源供电的基础上，加大配网的技改升级，已
有 131 条 10 千伏供电线路实现 “手拉手”供
电模式，城乡电网供电可靠性持续提升，全力
保障群众用电需求。 （张闯）

“嘭 ！ ” “ 102 开关合闸冲击成功 ！ ”近日 ，随
着 最 后 一 条 调 令 执 行 完 毕 ，灵 璧 县 35KV 冯 庙
变电站三组闸刀更换工作顺利完成 。

35KV 冯庙变电站位于灵璧县东部冯庙镇 ，负
担着全镇 8.08 万人口生产生活和部分工厂企业用
电。该站原 35KV 闸刀已运行 20 余年，导电部位存
在氧化严重 、发热等缺陷 ，严重影响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 本次更换工作计划将手动闸刀更换为电动
闸刀 ，新更换的设备具有操作简单 、防误操作的

功能 ，将大大减少运维人员日常检修和维护的工
作量 。

随着各项准备工作和安全措施布置结束， 闸刀
更换工作顺利开工。 由于此次闸刀本体更换需要用
吊车起吊， 同时电动隔离开关电动机构的电缆需要
重新布置通道施放电缆，工作量较大。 国网灵璧县供
电公司提前对工作现场进行了仔细勘察， 仔细分析
现场工作的危险点和注意事项， 合理安排各项工作
计划。 为保证检修期间不对用户侧停电，分别从三个

相邻变电站热导至冯庙变电站， 确保冯庙镇用户施
工期间正常用电。

今年以来， 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对全县范围内
的变电站进行全面“把脉问诊”，及时处理隐患并更
换老旧设备。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更换 10KV 闸刀 42
组，35KV 闸刀 30 组，35KV 真空断路器 14 台。 有效
保障全县电网的稳定运行， 让电力服务乡村振兴的
“脉搏”跳动更加强劲有力。

（刘意潇）

12 月 15 日，宿州市埇桥区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部正式发布通告 ，埇
桥区大营新村确诊一例新冠肺炎轻
型病例。 应公司疫情防疫部署安排，
埇桥公司新河中心供电所快速响
应， 第一时间组织党员服务队赶赴
滨河花园小区临时核酸采样检测点
了解用电需求， 并建立临时核酸采
样检测点对供电所协调机制， 为临
时核酸采样检测点提供全天候的供
电服务保障。

在滨河花园小区临时核酸采样
检测点现场， 新河中心供电所党员
服务队检查滨河花园小区内 AP 柜、
电表箱、电缆井等电力设施，对相关
电力设备展开重点监测和特巡特

护， 为滨河花园小区提供全天候供
电服务保障工作。 为保障滨河花园
小区核酸采样检测顺利进行， 新河
中心供电所党员服务队还在核酸采
样检测点现场组织小区业主有序排
队， 对未佩戴口罩的业主现场发放
口罩，宣传防疫知识。

疫情面前勇担当，越是艰险越向
前。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席卷而
来，埇桥公司新河中心供电所高度重
视，沉着应对，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 该公司党员服务队不忘初心，冲
锋在前，在这个特殊时期，担当起防
疫情、保供电的重要使命，成为防疫
保 电 阻 击 战 中 的 最 美 逆 行 者 。

（牛犇 韩珍珍）

电力线路跨县联络 保障群众用电需求

服务新能源发展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全力保电抗疫情
优质服务显担当

老旧闸刀更换 护航电网运行

今年以来， 泗县供电公司围绕
与泗县县政府签订的《电力助推乡
村振兴示范县》战略合作协议，充分
发挥电力行业优势， 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加快推进电网建设，提升优质
服务水平， 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提
供电力保障。

该公司成立乡村振兴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结合
各部门工作实际，下达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任务，并选派一名干部驻村定点
帮扶，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电网建设推进有力。 建成 110
千伏晋陵输变电工程并竣工投运，
建成投运 35 千伏巩沟变电站，蟠龙
至瓦坊 35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竣工
投产， 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 完成
110 千伏夏邱变 10 千伏三中 112、
孟山 115 线路电缆敷设、 负荷切改
及设备投运 ，110 千伏东周变新增
10 千伏刘圩 111 等间隔设备电缆

接入及送电。
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优化电力

营商环境，从简从快办理大客户用
电报装手续，提升客户满意度。 完
成大客户报装 198 户 ,容量 146425
千伏安。 公司在省营商环境指标现
场核验组考评中，“获得电力”指标
在全省排名第五位。 积极推广线上
渠道业务办理 ，实现线下 “一窗受
理”，线上“全程网办”。扎实开展放
心 满 意 台 区 创 建 ， 创 建 合 格 率
81.43%。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认真践行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编
制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落实迎
峰度夏保电措施，保障迎峰度夏期
间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全力做好抗
灾抢险保供电，并圆满完成小宋梨
花节 、建党 100 周年 、国庆等重要
节假日及重大活动期间安全保电
任务。 （孙英杰）

发挥行业优势
赋能乡村振兴

跨县联络线施工现场。

工作人员对充电设备进行检查。

蒋荷芝：含辛茹苦照顾弟弟
■ 本报记者 张岳

“姐姐对我真好！ ”每次见到陌生人，
40 多岁的蒋义总是如孩童一般，由衷地夸
赞姐姐。

12 月 13 日下午， 中煤新集楚源物业
管理公司退休职工蒋荷芝牵着弟弟蒋义去
家门口超市，路上不时跟街坊四邻打招呼。

“她不是一般的姐姐 ，她在困难面前
不屈不挠，对弟弟不离不弃 ，这位姐姐非
常伟大。 ”邻居葛新华说。

1999 年 3 月 4 日， 刚走上工作岗位
的蒋义在车间维修液压支架时，被老化的
机器里蹦出来的螺丝钉击中头部，成了植
物人。 父亲早亡，母亲年事已高伴有心脏
病。 面对昏迷不醒的弟弟，结婚不久的蒋

荷芝决定，把弟弟接回自己家照顾。
从那以后， 蒋荷芝每天早上 5 点多钟

起床做家务，晚上照顾弟弟到深夜。 做饭、
喂水、清理大小便、按摩翻身……在姐姐的
精心护理下，3 个月后蒋义苏醒了。

看到弟弟醒来，蒋荷芝欣喜万分。 但苏
醒后的弟弟因大脑受损，智力回到了婴幼儿
时期。蒋荷芝一点一滴教弟弟说话、吃饭、走
路等，像母亲一样悉心照顾他。 弟弟一点点
好转， 蒋义从需要喂水喂饭到能自己吃饭，
从瘫痪在床到能单独行走，从婴幼儿智力水
平到拥有相当于 8岁孩子的智力。

一天，下着大雨 ，弟弟跑到花家湖大
坝上， 全家出动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最
后被一个热心的邻居送回来了。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弟

弟去哪我去哪 ，弟弟什么时候出门，我就
什么时候出门，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蒋荷
芝说。

然而，苦累之下还有心酸。 当时的丈
夫总劝她放弃弟弟。 蒋荷芝不忍放弃弟弟
不管，后来家庭矛盾越来越深 ，最终走向
离婚。 离婚后，蒋荷芝与往常一样精心照
顾弟弟，生活固定在家和单位这两点一线
间。 2003 年，蒋荷芝遇到了知己，对方知
道蒋荷芝不顾一切悉心照顾弟弟的事后，
十分钦佩，多次到家中看望 ，并主动加入
到照顾弟弟的行列，后来两人组建了新的
家庭。

2017 年 8 月，蒋义查出肾病。 蒋荷芝
撑着有严重胃病的身体， 带着弟弟辗转 5
家医院进行了 5 次手术，病情终于稳定，短

短一个月，蒋荷芝就瘦了十几斤。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小区不能随意出

入。 可蒋义不管这些，每天闹着要出门。 为
照顾弟弟的情绪，她天天想尽各种办法陪
弟弟唱歌、说话。 一开始还管用，后来时间
长了弟弟根本不听 ，又拦不住，甚至被弟
弟打破了脑袋。

22 年来， 蒋荷芝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
新衣服，也很少为家人添置衣物，她自己穿
的大多是亲戚朋友淘汰的旧衣服。 “最困难
的时候已经过去， 现在有爱人的理解支持，
孩子乖巧懂事，弟弟点滴变化，这些对我来
说都是最大的欣慰和幸福。 ”蒋荷芝笑着说。

蒋荷芝荣获安徽省道德模范称号、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她的家庭被评为“安
徽省最美家庭”。

▲ 12 月 23 日， 活跃在颍上县西三十铺镇洪单村的
“村嫂”们。

� � � � “大爷，‘两节’快到了，要注意冬
季防火！ ”12 月 23 日，颍上县西三十
铺镇洪单村“村嫂”陈颖向五保户林金
川宣传防火知识。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西三
十铺镇洪单村“村嫂”理事会积极开展助
民活动，今年的活动已开展 100余次。

劳务输出大县颍上县 179 万人口
中有 62 万人常年在外务工，大量老人、
妇女、儿童留守乡村。2020年 5月，洪单
村全面推进“村嫂”理事会工作，理事会
会员覆盖所有自然村，每 100 户左右配
备 1 名“村嫂”。 目前，全县 349 个行政
村共计推选 4322 名“村嫂”。 “村嫂”们
开展政策法规宣传、 村庄环境治理、移
风易俗、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
等工作，成为扎根在群众身边的政策法
规“宣传员”、村居环境“监督员”、乡风
文明“引领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村
居治理“信息员”、扶弱济困“服务员”。

如今，洪单村这支“娘子军”从厨
房“小灶台”走向乡村振兴“大舞台”，
在化解基层矛盾、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
作用已经显现，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许京水 摄影报道

荩 12 月 23 日， 颍上县西三十铺镇洪单村敬老院的
五保户，吃上了“村嫂”包的饺子。

黄山市全域创建满意消费“放心行”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近日, 黄

山市召开“两高一场”放心满意消费
创建推进会，拉开全市满意消费“放
心行”全域创建序幕。

今年 9 月，黄山市出台“满意消
费长三角 、放心消费在黄山 ”创建
行动方案 ，聚焦金融业 、公用企业 、
餐饮 、商店 、景区等行业和领域 ，打
造安全 、质量 、价格 、服务 、维权 “五
个放心”金字招牌。 其中，“放心行”
创建集 “食 、住 、行 、游 、购 、娱 ”于一
体 ，是黄山市打造全域旅游放心满
意消费的重要环节 ，涵盖黄山屯溪

国际机场 、黄山火车站 、黄山北站
（高铁 ） 以及黄山市境内所有高速
服务区。

黄山市结合高速高铁和机场“两
高一场”周边环境整治工作，围绕满
意消费“五个放心”核心内容，通过创
建动员会、实地指导、培训进企业、现
场观摩、经验交流等方式，优化旅游
交通整体环境， 改善高速公路服务
区、高铁站点服务区、航空站点服务
区、国省干线公路服务站点、加油站、
收费站等交通服务条件，助力黄山提
升生态品位，提升城市形象。

蚌埠严格执法保护淮河渔业生态
本报讯 （记者 范克龙）日前，经

群众举报，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派出
所办案民警成功破获一起贩卖野生
淮河鱼案件。 经侦查，在禁捕期非法
捕鱼，并且采用电鱼方式的犯罪嫌疑
人被绳之以法。 今年以来，蚌埠市公
安局森林分局深入实施淮河生态资
源保护行动，加大对非法捕捞的打击
整治力度，坚决消除非法捕捞隐患。

淮河流域是长江的重要鱼道，具
有独特的生态系统， 淮河 10 年禁渔
也是长江 10 年禁渔的重要组成部
分。蚌埠市从捕捞、运输到销售、餐饮

各个环节入手，持续保持监管执法形
成合力。蚌埠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积极
联合市场管理 、海事 、渔政 、河道管
理、淮河沿线乡镇街道等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巡逻机
制，加强对河道及淮河沿线等重点部
位的巡逻防控 ，形成 “河上打 、陆上
堵、市场查”的高压态势。

今年以来， 蚌埠市非法捕捞刑
事案件共计立案 30 起，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58 人， 查获渔获物 7500 余
斤， 有效遏制了淮河流域非法捕捞
乱象。

合肥高新区公安力解难题促平安
本报讯（通讯员 高新公）近日，

合肥市高新区某小区业主代表们来
到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新派出
所，将30面锦旗送到社区民警陈有华
手中。 据了解，该小区连续发生业主
与物业公司矛盾纠纷，陈有华任该小
区社区民警后， 多方了解问题症结，
引导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小区物业
服务质量显著提升，有效化解了矛盾
纠纷。 今年以来，高新公安分局将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
于警务活动之中，努力实现“小事不
小看、件件尽心办”，最大限度解决辖
区企业群众遇到的难题。

合肥高新区公安分局全力整治
出警迟缓、 语言不规范等接处警问

题，以及受立案迟缓、侦查取证不全
面、涉案财物出入库记录不规范等问
题，努力让群众对每一起接处警都能
认可。针对高新区企业内部经济犯罪
发案形势，高新区公安分局与安徽公
安教育研究院开展联合共建活动，对
侵犯商业秘密等经济案件开展合作
研究，前移经济犯罪防范关口，帮助
企业扎紧制度篱笆。

该分局落实“一企一警”联络员
制度。 今年以来，公安民警多次到辖
区企业，开展走访、座谈、专项安全检
查，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为企业
“量身定制” 安全防范预案和安保方
案， 建立安全防范各项规章制度，保
障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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