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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一大早，在梨树县卢伟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宽敞的大院里，国网

吉林电力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充电桩

做安装调试工作。合作社理事长卢伟

说:“充电桩入驻合作社，我们的电动农

用车、电动收割机、电动播种机以后充

电可方便多了。还有光伏发电，不仅能

满足日常用电，还能上网盈利，真是一

举多得！”

今年以来，国网吉林电力坚持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服务乡

村振兴为己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加大农村电网建设，推广电能替

代，着力在补齐农网短板、促进清洁低

碳用能、提升农村供电服务水平等三方

面狠下功夫，发挥技术、设备、产业、信

息等优势，为乡村发展充电赋能，以实

际行动当好电力“先行官”。

强网赋能 让农业现代化有保障

“去年改造完电网，我家就去申请

了动力电，如今地里电机井灌溉，还给

蔬菜大棚加装一个恒温器……”4月27

日，珲春市密江乡关门村村民郎国辉再

次见到国网珲春供电公司施工作业负

责人张金明时，高兴地说起家常。

关门村地处偏远，2020年国网吉

林电力为该村架设10千伏线路2729

米，新建水泥杆109基，变电容量由50

千伏安扩容至 200 千伏安。改造之

后，全村家家都用上动力电，水井、灌

溉井、蔬菜大棚、粮食初加工安全可靠

供电得到保障，村民的小康生活越来

越红火。

在吉林市永丰村，木耳种植户大

多集中在永丰一社，由一台容量仅为

20千伏安的台区变压器为23户养殖

户提供养殖灌溉用电。很多时候由于

电压低，需要村民自己挑水播洒，限制

了木耳种植发展。2020年，国网吉林

电力对该村电网进行了全面升级改

造，变电容量提升了1.5倍，原有木质

电杆全部换成水泥杆。如今，木耳大

棚里的浇水、撒药全靠电力带动，方便

又快捷。

“十三五”期间，国网吉林电力实施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完成609个

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农村户

均配变容量提高至2.01千伏安，实现

2141个自然村通动力电，解决了9.33

万眼灌溉机井用电问题，惠及178.91

万人口、643.84万亩农田，促进农民增

收5.15亿元。

今年起，该公司将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

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加强和龙、

汪清等6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农村电网

网架结构，提高供电质量和供电能

力。全面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和服务乡

村建设行动，计划新扩建66千伏变电

站17座、线路 180公里、10千伏线路

255公里、配变1200台、低压线路1600

公里，确保农村电网供电质量和供电

能力实现持续提升。

绿色低碳 让乡村电气化有“智慧”

“今年的冬天和以前的不一样，学

校的供暖设备变了，呛人的煤灰被电

取代了。”白城市镇赉县黑鱼泡镇中心

小学三年级学生赵思琪在日记中这样

写到。2020年，黑鱼泡镇中心小学第

一年采用电采暖方式供热，彻底结束

了孩子们的“雾霾冬”。这仅仅是国网

吉林电力大力推广乡村电能替代的一

个缩影。

“十三五”期间，国网吉林电力加快

全省农用机械电动化进程，推动低碳节

能技术应用，围绕“以电代油”“以电代

煤”，努力打造“全电气化智慧农场”“全

电气化设施农业”。通过开展“清洁供

暖进校园”工程，精准服务乡镇小学清

洁取暖，实施乡镇小学校园清洁取暖替

代380余所。

“自从用上光伏，家里暖和多了，冬

天不烧煤不烧柴也能达到28摄氏度。”

4月5日，金达莱民俗村村民金海今高

兴地向巡视设备的党员服务队员说：

“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赚钱！”国网吉林

电力通过推广开发乡村分布式光伏，帮

助农民用上好电，实现增收。该公司经

营区内1522个光伏扶贫项目、装机容

量96.47万千瓦，全部按时并网运行，

累计实现收入9.24亿元，惠及11.4万

农村用户。

据悉，当前，该公司正在四平梨树

卢伟农机合作社开展电动农机试点化

应用，加快配套电力设施建设，创新探

索推广清洁能源与电动农机协同发

展、资源共享新模式。推广农产品加

工业粮食电烘干、农产品空气源热泵

电烤房等技术，倡导乡村蓄热式电锅

炉取暖等绿色生活方式，打造适应乡

村振兴的智慧能源系统。

用心服务 让农民奔小康有底气

延边州河北村北台区常驻居民不

到20户，与朝鲜隔江相望，位置偏远，

三相动力电得不到保证，村民王勇瑞家

里的养殖场因为这个原因无法自己粉

碎饲料，隔几天就要到几十公里的镇里

购买细料，每年的运输费、购料费就要

多花掉几万元，村里通上三相电是他一

直惦记的事情。

2020年复工复产后，国网吉林电

力加快推进抵边村农网改造项目，全力

解决抵边村用电“卡脖子”“低电压”等

制约边远农村地区发展的难题。同时，

该公司大力提升农村普遍服务水平，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广“阳光业扩”、

推行“网上国网”，高、低压线上办电率

达90%，平均接电时间分别减少40%、

42%。长春地区试点开展低压小微企业

“三零”服务，30项常用办电业务实现

“一次都不跑”，通过“三零”“三省”办电

服务让农民少跑路、得实惠。

国网吉林电力用了不到半个月的

时间完成了河北村北台区改造工作，彻

底解决了村里低电压“卡脖子”的难

题。“你快去申请三相电吧，今天咱们村

就有动力电了！”村书记第一时间告诉

王勇瑞。王勇瑞却不慌不忙地说到：

“我早就申请了，在国网APP上就能在

线申请，供电公司的同志今天就来给我

勘察，以后我就不用在出去买饲料了，

省下来的钱能买好几头牛呢！”

今年，国网吉林电力将全面深化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10项措施，落实农村

优惠电价政策。加大农村乡镇供电所

建设力度，深化供电所“五个协同”机制

建设，促进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开展

“党建+乡村振兴”活动，充分发挥共产

党员服务队立足一线、为民服务优势，

打造供电优质服务桥头堡。

为乡村发展充电赋能
——国网吉林电力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本报记者 杨悦 通讯员 张玉峰 张继月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 实习生夏正龙）
4 月 28 日，伴随着国高网吉林高速项目

“庆建党百年 做开路先锋”大干180天劳

动竞赛在吉林桦甸中国中铁大蒲柴河至

烟筒山高速公路第06工区正式启动，由中

国中铁联合体投资建设的吉林省三条高

速公路建设全面提速。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吉林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桦甸市委市政府、中铁北方

投资有限公司、吉林中铁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及设计、监理、参建单位代表约300余人

参加了本次劳动竞赛启动大会。

记者了解到，本次劳动竞赛参加对象

为国高网吉林高速项目14个工区，起止时

间4月28日至10月28日，将以“诚信履约、

优质高效、科技进步、进度安全、形象优良，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为主题，在

建设工程项目中开展“四比十二创”，推动

建设管理全过程在良性的轨道上正常运

转，确保项目高质快速推进，为年度建设指

标顺利实现、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打下坚实

基础。

据悉，国高网吉林高速项目由延吉至

长春高速公路大蒲柴河至烟筒山段、烟筒

山至长春段和本溪至集安高速公路桓仁至

集安段三部分组成。项目路线总长

341.699公里，项目PPP投资总额约333.34

亿元，计划2023年10月建成通车。项目建

成后，对于加快国家高速公路网、东北区域

骨架公路网和吉林省高速公路网主框架的

形成，完善和优化区域路网布局、振兴吉林

老工业基地、大力发展旅游事业等都将起

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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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泽溟）为切实提升全省软件行业

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综合竞争力，实现企业

高质量发展，近日，由省工信厅牵头，省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全省软件企业项目管理培训会

在长春举行。

针对我省软件行业中小企业重点关注的有关问

题，本次培训从数字化转型与组织级项目管理、软件

企业项目管理咨询服务介绍、融合创新平台驱动力、

云原生助力企业夯实数智化基建、新型碳晶电热产品

助力企业节能增效五方面展开交流探讨。

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就全省

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

策在会上进行了讲解。据悉，目前全省建立了由1000

名专家组成的中小企业服务专家库，组建了由100个

服务商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形成了面向1万户企业，

重点支持1000户小微企业健康成长的公共服务体系，

下一步，我省将逐步完善惠企政策实施方案，重点从

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两方面助推包括软件行业在内的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全省软件企业项目管理培训会举行

首届酒店业经营创新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解克兢）日前，由省创联企业管理研究院与省吉旅酒店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的全省首届酒店业经营创新研讨会在

长春举行。来自全省100多家酒店中高级管理人员与国内著名管理

学专家、企业问题咨询专家会聚一堂，对酒店业经营创新等问题进

行专题研讨。

抢抓春耕 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 (郭莹）国网白山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日前来到白

山市江源区石人镇大石人村，开展“乡村振兴 白电青年‘春

耕’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协助种植户抢抓春耕，并对大棚

内线路、刀闸、照明、漏电保护装置进行了全面“体检”，为种

植户讲解出现用电故障时的应急处理方法，全力协助种植高

产高效。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 实习生徐子涵）记者在省应急

管理厅获悉，我省消防救援人员近日处置了一起自驾游

被困事故，经历一番搜救，被困人最终脱险。

4月23日15时30分，吉林省长白山消防救援支队接

到报警称，4名自驾车旅游群众，在由漫江出发前往临江

市桦树镇的山路上，由于不熟悉道路，驶入无名道路被困

在淤泥中。车内被困人员包括1名3周岁儿童，1名82岁

老人，1对50多岁的夫妻。由于山区信号微弱且报警人

年岁已高，无法准确表达被困位置，同时，山区岔路较多

导致消防救援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找到被困人员位置。

数小时后被困群众手机电量耗尽，救援人员与被困群众

彻底失去联系。由于情况危急，救援指挥中心迅速下达

指令，将救援力量分为两组，沿可能途经的位置进行地毯

式搜救。经过6个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抵达被困

群众所在位置。当天23时50分，大队救援人员将被困人

员送往酒店休息，圆满完成此次救援任务。

长白山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科于敬海提醒广大游

客，外出游玩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游景点路线，不要擅

自驾驶前往未知路线；游玩前要了解路线、天气情况，做

好充分准备；不熟悉路线要用手机导航，保持电量充足，

如果遇到危险一定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求救，

等待救援。

长白山消防救援支队成功解救被困游客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毕科研）4月 28日，吉林市20万吨

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主体项目之一年产15万吨碳纤维原丝项目正

式启动。该项目计划投资21.44亿元，新增12条原丝生产线，2025

年12月全部建成投产，可新增产值37亿元。

据了解，20 万吨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是落实省委“三个五”

发展战略、“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和吉林市“四六四五”发展

战略的重要举措。该项目共包括五个项目，分三期建设，计划总

投资 115.75 亿元，新增产值 135.65 亿元。除此次启动的原丝项

目外，还包括吉林化纤集团年产 1.5 万吨大丝束碳纤维项目、年

产 600 吨碳纤维项目、年产 3.5 万吨大丝束碳纤维项目和年产 1

万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品项目，都是吉林市“十四五”期间重点

规划项目。

近10年来，吉林化纤集团立足于“大丝束、高品质、通用化”的

碳纤维产品开发定位，坚持产学研用和产业链一体化发展，聚集技

术和资源优势发展碳纤维产业，已经掌握了大丝束碳纤维独有的生

产技术。目前，年产1.5万吨大丝束碳纤维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预

计从8月份开始，相继有4条大丝束碳化线陆续投产，到今年年末，

碳纤维产能将突破1万吨。产品主要应用于清洁能源、风力发电、

汽车轻量化等重点领域及部分高端领域。与此同时，企业还积极联

合下游厂家开发碳纤维制品，先后与一汽集团合作研发奥迪A4后

排座椅碳纤维骨架、与一汽红旗合作研发新能源轿车用碳纤维氢燃

料气瓶、与中车长客技术研发团队针对汽车及轨道交通轻量化领域

的碳纤维应用开展点对点项目开发等，为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尽一份力量。

吉林市年产15万吨碳纤维原丝项目启动国网吉林四平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走进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卢伟就乡村振兴发展进行交流。
（资料图片）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经开供电所员工因地制宜为农户制定具体抗旱措
施，确保农民增产增收。 勾丽娜 摄

日前，国网长春市九台区供电公司深入乡村开展普法宣传。党
员服务队向村民宣传使用春耕春灌设备的安全知识，提高村民的安
全意识。 付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