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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湖州供电公司 总经理

2017 年，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坚决贯彻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深化“四新”实践，构建“生态＋电力”，圆满承办全国“靠港船舶使用岸电现场推进会暨京

杭运河岸电全覆盖启动仪式”，在全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12345 阳光热线”评价中分获服务型单位第一名，

为湖州坚持生态发展，加快赶超、实现“两高”提供了坚强的绿色能源保障。

贯彻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积极推进居民电

采暖、民宿热泵、产业集聚区等电能替代和光伏发

电，累计实施电能替代项目 230 个，增加电力清洁

用能 3.7 亿千瓦时。政企联动全省首家出台《家庭

屋顶光伏接网技术规范》，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为全市十万户家庭屋顶光伏计划奠定良好基础。加

强新能源发电项目配套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有序投

产，2017 年全市新能源装机容量新增 76万千瓦，

达 133 万千瓦，人均装机新增 256.3 瓦，居全省

第一，高出第二位近 40%。

为了让绿色出行更便捷，累计建成高速公路充

电站 10 座，实现湖州境内高速服务区充电网络全

覆盖。助力创建全国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开

展港口节能减排，改善港城生态环境，京杭大运河

湖州段 5个水上服务区率先实现岸电全覆盖。积极

服务市区公交“电动化两个全覆盖”项目，大力推

进充电设施及电力配套建设，促进湖州市电动汽车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保障电动汽车便利出行。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担当。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

新时代发展战略的开局之年，是国家改革开

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面

对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能源生产消费革命

新态势、电力体制改革新要求，国网湖州供

电公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国家电网公司、国网

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和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

部署，全面履行公司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

社会责任，以安全稳定为基础、以客户为中

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法治建设为保障，

加快公司和电网赶超发展，提升发展质量、

效益和服务水平，积极建设生态型现代能源

企业，在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

市、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中当先锋、作表

率，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我们坚持绿色发展  促进环境更加美好

构建“生态 + 电力” 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倡导公众绿色生活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始终坚持把保障绿色电力安

全可靠供应放在首位，持续巩固电网本质安全，加

强电网设备运维与超周期治理，加大老旧设备改造，

开展输电线路“三跨”隐患排查治理，推进变电设

备主人制和 220 千伏变电站机器人智能巡检，成功

实施国内首例激光带电消除1000千伏特高压异物，

实施不停电作业地县一体化，圆满完成了迎峰度夏、

十九大、重大节日和重要会议等保电任务，全年安

全生产平稳有序。

坚持城乡电网一体化发展，全年投产主网项目

14 个，投产线路 140 公里，变电容量 100 万千伏

安，有效优化了市县电网架构，提高了省际产业转

移示范区、湖州南部区域、开发区电网、三县重点

区域的供电可靠性。全省率先完成新一轮城农网升

级改造，重点解决供电设施“季节性”超载、局部“低

电压”等电网薄弱问题，为中心村乡村旅游、特色

农产品、农村现代物流等新型农村产业提供更好的

电力保障，城乡电网供电质量和颜值进一步提升。

2017 年全社会用电负荷突破 400 万大关，全社会

用电量累计 244.3 亿千瓦时，增幅居全省第二。

我们坚持绿色供电  保障能源可靠供应

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提升客户用电体验，让信

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拓展“互联网+供电服务”

应用，主动融入“最多跑一次”服务改革，电力服

务窗口入驻市政服务中心，通过掌上电力 APP、

电 e宝、支付宝、95598 网站等多种形式开展线上

办电、交费，实现常用的16类业务“一次都不跑”、

5类业务“最多跑一次”。落实“三去一降一补”

举措，稳步推进大用户直接交易，全年直接交易电

量 70.34 亿千瓦时，减少企业成本 2.08 亿元，普

惠全市近 4000 家企业。累计完成工业企业新装、

增容 995 户，新增容量 56.33 万千伏安。

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有效保障全市重点建设。

积极配合“三改一拆”城中村改造、小城镇综合整

治等重点工作，开展中心村电网专项改造，完成 33

个乡镇、街道的电力设施专项整治。全力配合高铁、

市政建设，顺利完成妙西至昌硕双线同停迁改等重

大电力改造工程。全程跟踪《湖州市“十三五”规划》

“六重”项目进展情况，专项开展变压器扩容配套

工程建设，保障各县区工业平台，省市重点项目发

展用电。

我们坚持绿色服务  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总经理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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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保障民生福祉改善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你用电·我用心”

服务湖州经济发展

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

共拥有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所

35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

万千瓦

座

条

411.9

128

301

变电容量达

线路总长

万千伏安

公里

1638.15

4774.53

同比增长 4.79%

湖州全市全社会用电量

增幅居

亿千瓦时

全省第二

9.96%  

244.33
同比增长

居民生活用电

增幅居

亿千瓦时

全省第三

7.4%  

28.12
同比增长

工业用电

增幅居

亿千瓦时

全省第四

9.92%  

182.16
同比增长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是隶属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的国有大一型供电企业，下辖长兴、德清、

安吉三个县供电公司，承担着为地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充足的电力供应与服务的基本使

命。公司全面加快电网建设，强化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供电服务水平，致力于保障更安全、更经济、

更清洁、可持续的电力供应，经营区域覆盖湖州全境，供电服务人口 299.5 万人。公司先后荣获国

家一流供电企业、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电力行业用户满意企业、

国家电网公司文明单位等百余项荣誉称号。

公司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党的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保证，

行稳致远，奋楫当先，勠力同心加快建设生态型现代能源企业。

公司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三个建设”为保证，行稳致远勇担当，

奋楫争先竞前列，勠力同心助推创建现代能源综合服务企业。

“全国电力行业 QC 小组活动优秀企业”

通过全国文明单位复评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全市同类别考核单位排名第一名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等功集体

“12345 阳光热线”服务型企业评价第一名

2017 公司荣誉

截止 201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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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加速构建安全可靠、开放兼容、双向互动、高效经济、清洁环保的“生态+电力”。

加速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目标

优化社会用能方式、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倡导公众绿色生活。
根本
导向

发展绿色电能、支撑能源转型。
出发点
落脚点

指导思想

履责主题

构建“生态 + 电力”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湖州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出台构建“生态 + 电力”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加速构建安全可靠、

开放兼容、双向互动、高效经济、清洁环保新型能源体系。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市委市政府，推动省公司“一体两翼”战略布局落地，形成政府主导、

供电主推、多方协作的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和新示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动湖州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样板地、模范生，

奋力率先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突出生态绿色发展

扩大生态绿色影响

坚持生态绿色导向

“生态 +电力”基本建成，全社会能源利用进一步提质增效，电力发展的

生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生态 +电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更加凸显。建设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点，打造生态电力文明建设示范带，

建成湖州生态电力示范体验展厅，打响一批“生态 +电力”品牌，初步形成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生态电力文明。

深挖绿色电能替代潜力

加强综合环境绿色整治

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重点任务

主要目标

基本原则

2020年

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

占比不低于33%
全市新能源人均装机

不低于                 瓦600

规范推进绿色能源发展

保障绿色能源项目并网

加强绿色能源调度管理

构建绿色能源统一监控平台

保障绿色电能安全输送

确保“太湖廊道”安全

优化绿色电网布局

加强配套工程建设

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助推交通绿色发展

推进生产清洁用能

鼓励社会绿色消费

加强绿色电力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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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
合作

互联网+岸电

国网湖州
供电公司

港航
管理
部门

节能
服务
公司

履责专题

多方协同推动京杭运河湖州段服务区岸电全覆盖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

湖州同时又是我国首个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

承担着浙江省水路运输 40% 左右的货物运输总量和

货物周转量，是京杭运河上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争做绿色发展的表率，与浙江省

节能服务公司、湖州市港航管理局在“绿色交通港

口岸电工程”上开展战略合作，积极推行绿色、经济、

高效的绿色交通运输发展新模式，共同助推湖州市

创建国家首个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

湖州
经验 小联盟

三项
机制

区域联动

浙江省内岸电推广

属地
协调

信息
通报

联合
考评

三个
统一

统一
模式

统一
平台

统一
标准

北京

京

杭

大

运

河

湖州

零噪音

零排放 零污染

全年减少燃油消耗约 吨

>> 内河船舶靠泊

520

减排颗粒污染物 吨4.8

减排氮氧化物 吨14.7

减排硫氧化物 吨25

减少烟气总量 万立方米624

关键绩效

建成 5 个水上服务区的岸电设施，全省率先

实现京杭运河水上服务区岸电设施全覆盖。

投运 70 套标准化智能岸电桩。

岸电设施可供 100 余艘船舶同时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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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建设的湖州经验在浙江全省推广，推进

了京杭运河浙江段水上服务区岸电建设全覆盖，

并促成了全国靠港船舶使用岸电现场推进会暨京

杭运河岸电全覆盖启动大会在湖召开，交通运输

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三方签署《靠港

船舶使用岸电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点在规划

衔接、标准规范、运营机制、配套政策、优化服务、

试点示范等方面开展合作，在京杭运河、东部沿海、

长江沿线全面推进港口岸电工程建设，打造“两

纵一横”绿色运输线。

打造“两纵一横”

绿色运输线

标准
规范

运营
机制

配套
政策

优化
服务

试点
示范

规划
衔接

靠港船舶使用岸电现场推进会暨京杭运河岸电全覆盖启动仪式在湖州举行
“电力、港航、节能公司三方合作，加大各方面的用电优惠政策，使船员用得上电，用得起电，使内河港口岸电工程

真正成为一个惠民工程、民心工程。”

——湖州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长史旭初

“我们常年跑运输，水上服务区相当于我们第二个家。过去停靠服务区时，柴油发电不仅噪音大、费油，还会排放

难闻的尾气。现在从岸上刷卡取电，船上烧饭、冷藏等都没问题。大夏天 3 个空调全开也不在话下，花费也比过去节约了

30%。”

——船户陈师傅

“现在那些货船靠岸后可以接岸上的充电桩用电了，我们生活在水上服务区边上，感觉清净了很多，尤其是晚上，以

前那种发电机的吵闹声消失了。”

——水上服务区周边居民李女士

各方评价 助力湖州“天蓝、水清、山绿、地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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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责实践

绿色供电保障经济快速发展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生态立市、工业强市、产

业兴市、开放活市”战略，持续开展“四新”主题实践，扎实推进“六重”工作，高质量建设现代

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湖州市人民政府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构建安全稳定、灵活柔性、绿色高效的湖州

能源互联网，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以安全、开放、清洁和绿色的方式满足湖州经济

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为湖州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有力能源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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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湖州西南城区 110 千伏理顺工程抢建送电，进
一步补强了西南片区电网网架结构，满足微宏动力等用户
的电力接入。

1 月 18 日，110 千伏和孚宏晖发电送出工程顺利投运。

6 月 21 日，随着主变冲击成功，110 千伏下寺变电站工
程顺利投产送电。 

9 月 27 日，220 千伏吉安变电站 3 号主变顺利投运，增
加供电能力 24 万千伏安，提高安吉地区供电可靠性。

10 月 14 日，110 千伏小元变 10 千伏移动开关站顺利
投入运行使用，为周边居民和企业的生活和生产用电提
供了坚强有力的电源支撑。

9 月 30 日，220 千伏林城输变电工程投运 , 满足了林城
省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开发需求。

1 月 5 日，经过 100 多天的持续奋战，钮家 220 千伏变
电扩建工程顺利投运 , 提高了湖州市区南部埭溪、菱湖等
区域的供电能力和可靠性。

建设坚强智能电网

全力推进主网建设

加快推进坚强智能电网建设，有效优化市县电网架构，提高省际产业转移示范区、湖州南部区域、开发区电网、

三县重点区域的供电可靠性。

关键绩效

新开工 110 千伏级以上项目 个12

新开工 11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 公里70.76

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45

投产 110 千伏级以上项目 个14

变电容量 100 万千伏安

投产 11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 公里140

实施 110 千伏梅园变电站大型集中检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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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现代配电网

全年完成配网项目建设 165 项。

加快配变台区建设 配电示范区建设——表箱表计集中归置

为美丽城镇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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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安全可靠供电

确保电网稳定运行

持续巩固本质安全，落实《本质安全行动重点任务清单》，面对电网负荷屡创新高、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等情况，

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建立厂网协同、市县一体的新能源发电调度工作机制，确保电网安

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检修、运维人员工作前共同进行安全交底 基层班组开展“与你一起找风险”活动

电力工作人员头顶烈日对所在 220 千伏升山变电站进行高温特巡

汛期开展低压线路故障排查，保障抗灾排涝用电

开展线路特巡，积极应对大雪寒潮恶劣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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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设备运维管理

全面完成电网系统一、二次超周期设备整治，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

强化特高压“太湖廊道”安全运维，采取人机协同巡检、带电检测、通道可视化、防雷技改等措施，落实 20人

专业运行人员、110 名属地供电所护线员和 119 名有偿护线人员，历时 149 天完成三大直流满功率输送保电工作。

实施地县配网不停电作业深度融合，跨区域协同作业 38次。全年共开展不停电作业 1212 次，减少 6.06 万停

电时户数。

开展输电线路“三跨”隐患排查治理，成功实施国内首例激光带电消除 1000 千伏特高压异物。

推进 220 千伏变电站机器人智能巡检。

实施国内首例激光带电消除 1000 千伏特高压异物

直升机特巡护航特高压满功率运行

220 千伏变电站应用机器人智能巡检

开展“零点行动”消除设备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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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重大活动保电任务

高标准确保重大活动期间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不断完善重大活动保电制度及协调机制，积极主动与相关

主管部门对接，全面了解用电需求，编制保供电方案，开展应急演练，提前检查保电用户供用电设备，及时消

除缺陷隐患，指导用户做好负荷控制和设备运维，确保突发状况下重要负荷正常用电。完成十九大、全国生态

文明现场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湖州会议等重要活动保电任务。

巡视电缆井，保障浙超联赛 主动服务，护航“双 11”

圆满完成中高考保电任务

全力配合高铁、市政建设，顺利完成妙西至昌硕双线同停迁改等重大电力改造工程。全程跟踪《湖州市“十三五”

规划》“六重”项目进展情况，保障各县区工业平台，龙之梦等重点项目发展用电。

积极配合“三改一拆”城中村改造、小城镇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编制完成涉及 2017 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达标名单中33个乡镇、街道的电力专项整治方案，开展小城镇综合整治建设工作，打造环境友好型坚强智能配电网。

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实施小城镇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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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湖州供电公司

履责案例

全力配合商合杭高铁建设完成“双线”同停线路迁改工程

加强特巡确保“双线”同停期间线路安全运行

对保电线路开展全线特巡，对重要隐患区域进行人员24小时驻点蹲守，确保居民生活用电

商合杭高铁是国家重点工程，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高等级铁路。商合杭高铁线路迁改期间，湖

州电网于 3 月 29 日和 4 月 7 日至 9 日实施 220 千伏西昌 4U11 线、220 千伏西硕 4U14 线“双线”停

役，这意味着安吉县电网只能通过 220 千伏安英 2417 线和 110 千伏太吉 1600 线两回线路与主网联络。

为加快电力线路迁改进度，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实施省市县三级联动、源网荷协调控制，精心、周密编制

保电方案，制定详尽的应急预案，确保“双线”同停期间万无一失。施工方案从同停 20 天到 15 天到 12

天再到最后 1+3 的方案不断优化，将电网风险的时间和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通过周密部署，

紧密协同，连续作战，克服天气条件差、电网运行方式薄弱等不利因素，提前完成商合杭高铁线路迁改工

程，确保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居民用电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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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服务促进社会民生和谐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全市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按照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增强政府职责，注重机

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湖州市人民政府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以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为己任。积极构建新型营销服务体系，深化“互

联网＋”电力服务，不断优化客户办电体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大力实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全面提升农村供电管理和服务水平。切实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推动企业、社会

和谐发展。

电力工作人员为高铁站用户配电设备进行专项安全用电检查 实施不停电作业配合公用变增容，全力保障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用电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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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客户用电体验

响应“最多跑一次”改革

拓展“互联网 +供电服务”应用，主动融入“最多跑一次”服务改革，服务窗口入驻市行政服务中心，通

过掌上电力APP、电 e宝、支付宝、95598 网站等多种形式开展线上办电、交费，实现常用的 16类业务“一

次都不跑”、5类业务“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一次”
改革

支付宝

掌上电力APP
95598网站

电e宝

78.04%
线上办电率

线上办理业务

1 1.03 万笔

惠及客户

103.75 万户

推进服务体系转型升级

主动适应电力体制改革，以市场为导向，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现代服务体系，推行“全能型”乡镇供电所建设，

深化营配末端融合，提升前沿服务。

95598 抢修

工单量

37.15%
同比下降

到达时间

15
同比缩短

分钟

故障修复

时长

17
平均减少

分钟

设立 I 类园区供电所 个1
全面完成乡镇供电所低压营配业务整合 个25

优化 II 类园区供电所 个4 设置乡镇供电所 个1 优化完善管理流程

推行业扩工程装表、接电、送电“三同步”联合作业模式，公专变及时投运率达 100%，压缩客户用电报

装时间 28%。应用电费管理新模式，稳步推广智能交费 78.87 万户，占总客户比重 52.6%，完成进度处于全

省领先，保障客户电费交纳维持良好信誉。

主动走访电力客户

深入开展大客户走访活动，共计走访大客户94户，行业涵盖水泥建材、铸造、化工、电工器材、机械制造、

公共事业等，通过加强与客户沟通，及时了解客户的用电诉求及建议，指导客户做好线路设备运维管理，切实

解决用电难题。

公司党员服务队开展春运重点单位安全用电检查

主动服务电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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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责案例

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贯彻落实“最多跑一次”服务改革，设立“余村电力便民服务中心”，无缝嵌入

电费查询交纳、用电业务办理、故障报修维修三大服务，实现百姓用电问题“足不出村”。设立至今，已

成功受理了约 230 余条业务，提供 192 人次用电服务。余村供电可靠率从 2014 年的 99.913% 增长到

99.949%，每户平均年停电时间从 7.6 小时缩短为 4.5 小时，彻底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多跑一次” 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余条业务

供电可靠率

230

99.949%

人次用电服务

小时
年停电时间

192

4.57.6

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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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率先完成新一轮城农网升级改造，“两年攻坚战”项目圆满收官。

提前完成56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升级改造任务，新增改造10千伏线路1960公里、400伏线路2680公里，

新增配电容量 64万千伏安，重点解决供电设施“季节性”超载、局部“低电压”等电网薄弱问题，为中心村乡村旅

游、特色农产品、农村现代物流等新型农村产业提供更好的电力保障。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帮助菜农检查蔬菜基地用电线路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开展“党员作榜样•奋楫勇争先”主题实践活动，在推动“生态 +电力”建设、服务地方经济民生发展等工作中，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客户创

造价值作为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努力提高为民服务质量和水平。

旗帜领航创优服务

公司广大党员踊跃收听收看十九大开幕式

开展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企业客户巡视检查用电设备 党员安全稽查队检查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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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为养殖户检查电力设施

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本质安全大讨论”活动

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对口援藏行动

西藏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是一项重要的德政工程、

民生工程，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人民的关爱。在国

家电网公司实施西藏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援藏帮扶工作中，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帮扶组全体工作人员历经 5个月连续奋

战，在海拔 4500 米的“世界屋脊”，充分发扬“缺氧不缺

精神，缺氧不缺斗志”精神，攻坚克难、履职尽责，以满腔

的热忱、过硬的技术、坚韧的毅力优质高效地完成援藏帮扶

任务 ,成为了全省第一个不留“尾巴”结束预期目标的单位。

经过五个月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夏曲卡和达塘两

个 110 千伏输变电扩建工程，为巴青县新建 10 千伏线路

81.7 千米，0.4 千伏及以下线路 86.37 千米，新增配变 77

台，总配变容量 1.08 万千伏安。

在全省率先完成西藏那曲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对口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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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公益品牌

2017 年，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开展员工志愿服务 324 人次。

共产党员服务队慰问孤寡老人

“闵华公益团队”推广开展应急救护能力培训

公司组织开展无偿献血

开展“安全用电进校园”活动

履行路长职责开展垃圾清理

现场宣传文明创建、安全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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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护航生态湖州建设

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扩大生态文明优势。全面加

快用能结构调整，全面淘汰改造燃煤小锅炉，全面加强机动车、船舶污染防治，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湖州市人民政府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坚持生态底色，全面贯彻《湖州市构建“生态 + 电力”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实

施方案》，主动融入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源转型发展要求，积极构建“生态 + 电力”，优化社会

用能方式，持续推动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倡导绿色用能、绿色出行，助力湖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继

续走在前列。

发展企业屋顶光伏

全国首艘 500 吨级纯电动货物运输船投入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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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配套建设，加强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电项目的配套电网送出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有序投产。政企联动

全省首家出台《家庭屋顶光伏接网技术规范》，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为全市十万户家庭屋顶光伏计划奠定良好

基础。2017 年，湖州市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等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新增 76 万千瓦，达 133 万千瓦，人均装机新

增 256.3 瓦，居全省第一，高出第二位近 40%。

促进能源发展清洁化

浙北大型“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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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责案例

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积极消纳清洁能源，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开展新能源消纳能力专题研究，引导新

能源有序发展。高效服务新能源项目并网，优化并网服务流程，开辟项目绿色通道，提供政策咨询、业务

办理、技术指导、并网服务等“一条龙”服务。2017 年，利用煤山镇废弃矿山用地建起的光伏发电站——

东风岕光伏发电站、浙北最大低速风电场——华电红山风电场以及湖州首座高速公路光伏发电站——S14

杭长高速公路煤山服务区光伏发电站先后并网发电，“农光互补”、“渔光互补”、“屋顶光伏”项目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017 年，长兴县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138 千伏安，同比去年增长 64%；太阳能发电量 8055.7

万千瓦时，风力发电量 5086.0 万千瓦时，可节省燃煤 5.12 吨，减排二氧化硫 439.2 吨，减排二氧化碳

13.4 万吨。

积极消纳清洁能源 高效服务新能源项目并网

光伏发电站

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

渔光互补

农光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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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率先发布首个电能对化石能源深度替代“十三五”规划。针对湖州市产业集聚发展的特点，因地制宜开

展行业性小锅炉“煤改电”、“油改电”，形成吴兴织里童装、安吉竹制品等电能替代示范带。2017 年，全市累计

实施电能替代项目 230 个，增加电能使用 3.7 亿千瓦时。

推进社会用能低碳化

实施产业聚集区整体电能替代

扩大电力直接交易

推进居民家庭电采暖建设

在安吉建成省内首个“电能替代集成创新中心”，与省检修公司联合打造“一站一中心”电能替代传播平台，

共同推进产业集聚区电能替代项目。

2017 年，通过扩大电力直接交易覆盖面和降低销售电价，累计为企业减负 10.13 亿元，加快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切实提高资源要素产出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良性循环、

相互促进。

鼓励公众积极采用绿色能源消费方式，德清县莫干山镇政府、莫干山民宿协会与电力部门创新推进莫干山民

宿热泵电能替代合作；长兴县全省首家出台鼓励推广用电采暖政策，全市完成电采暖住宅推广 668 套；安吉县

全省首个签订电力部门、房地产企业和电采暖设备企业三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居民家庭电采暖建设，实现政府、

电力企业、用电企业、社会环境四方共赢。

长兴建成纯电动物流输送带 在木制品行业推广电能替代

安吉电能替代集成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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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责案例

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联合多方力量不断推进莫干山民宿产业电能替代。联合县建设局召开建筑节能与

住宅电采暖宣贯交流会，宣贯建筑节能相关政策要求，联合莫干山镇旅游办、莫干山镇派出所和民宿协会

举办 5 期 500 余人次的民宿产业电力安全、清洁能源知识讲座，强化民宿用户环保意识。统筹电器厂商、

国网商城等多方资源，以节能、环保、安全的空气能热泵为主推设备，主动为民宿用户订制供热供水整体

能源解决方案，开展设计免费、设备优惠、赠送延保、返还电费等优惠活动，切实降低用户改造成本，提

高民宿用户改电热情。2017 年 9 月 18 日，德清公司助推莫干山民宿产业绿色发展工作受德清县委书记

批示肯定。

多方联合推动民宿电能替代

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

93.54%安装空气能热泵用户

民宿产业年替代电量约

家

万千瓦时

占比

246

433

德清公司
走访统计

莫干山民宿户数 696 家

家263

每年可减排

5230
二氧化碳

吨 吨 吨150
二氧化硫

1415
粉 尘

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

政企联合推进民宿电能替代，守护绿水青山

德清莫干山首家民宿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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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交通出行绿色化

建成高速充电网络

建设绿色充电设施

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动汽车快速充电设施建设，已建成高速公路充电站 10个，实现湖州境内高速服务区充

电网络全覆盖，进一步完善湖州充电服务网络布局，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打造绿色公交网络

加强电动公交充电设施建设运维服务，加快全市纯电动公交汽车全面更新换代。

强化城内、城际间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与车辆充电需求的无缝衔接，投运快充站 20 个、充电桩 112 个，

促进湖州市电动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保障电动汽车便利出行。

全力推进电动公交充电设施建设 实现湖州境内高速服务区充电网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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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责绩效

经济绩效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9.96%

244.33
同比增长

统调最大用电负荷

万千瓦  

4.79%

411.9
同比增长 综合线损率 3.25%

城网供电可靠率 99.9516%

城市综合电压合格率 99.9990%

农村综合电压合格率 99.9770%

农网供电可靠率 99.8399%

社会绩效

环境绩效

服务客户数 万户150

开展员工志愿服务 人次324

电子渠道客户数 万户17.23

消纳清洁能源

电能替代电量

9.64

3.7

亿千瓦时

亿千瓦时

推动社会节能 2864 万千瓦时

清洁能源机组并网容量 130

座 个建成电动汽车充电站 / 充电桩 8 48/

个建成岸电服务区 / 岸电充电桩 5 70/

万千瓦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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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履责承诺

滚动修编湖州“十三五”电网规划，超前谋划“十四五”及远景电网

规划。加强重点工程建设管控，保障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开展配网网架提

升专项行动和三类示范区建设，加快优化配网站点的布局实施，提高配网

智能化水平。确保大电网安全运行，提升应急能力。完善特高压三级运维

体系，深化直升机、无人机和智能巡检技术应用，确保特高压“太湖廊道”

安全。做好全国“两会”、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

会等重大保电工作。落实国家网络安全法，持续推进网络与信息安全三年

提升计划，完善各级安全防护措施，规范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供电更可靠

加快营销服务转型升级，完善服务组织体系，优化乡镇

和园区供电所布局，实现园区供电“一口对外”、“一体化”

服务、“一站式”接电。深化应用营配末端融合成果，加快“全

能型”供电所建设，打造更加高效的线下服务系统，提升客

户服务效率。深化线上线下服务融合，构建“强前端、大后台”

营销服务新体系，建立营销业务 O2O 新模式，实施低压“网

格化”综合服务。创新推出“臻享 +”服务产品，提供科学

用电指数、专属客户经理、快速通道等 19 项增值服务。

服务更优质

拓展实施综合能源服务，积极开展企业用电服务、充电设施建设、配电自动化运维等

业务，加快建设一批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以“最少停电”为目标优化电网运维管理，实施

报装接电专项治理行动，提升客户获得感和满意度。切实强化管理提质增效，持续加强台

区线损综合治理，实现精准降损。提升创新创造水平，强化关键技术攻关，推动高等级科

技成果申报与成果转化应用。建设法治企业，防控经营风险。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巩固公司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形成与公司发展相适应的卓越企业文化格局。

运营更高效

积极助推清洁能源发展，大力实施电能替代。加快推进全市

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工作，巩固湖州岸电建设领先地位。适应再电

气化进程，推动城镇家庭全电住宅、农村家庭再电气化等示范建

设。规范新能源管理，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推动《家庭屋顶光

伏接网技术规范》上升为市级地方标准，推进建立基于“大数据

互联网 +”的新能源集中管控平台，实现新能源“可视、可监、

可管”。构建绿色出行服务网，强化配套电网接入和电动公交充

电设施建设运营，推动电动公交充电设施投建运一体化管理，助

力湖州成为全国首个城乡公交电动全覆盖地级市。

环境更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