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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无锡供电分公司
助力复工复产全力惠企惠民十项举措

当前，疫情防控责任重
大，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国网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无锡供
电分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无锡市委市政府各项要求，进
一步明确10项服务举措，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保障用电安
全可靠，以实际行动践行“人
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服务无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1. 全面推进重点工程建
设。主动做好人员、装备、手
续办理、医疗防护等各项准备
工作，尽快复工220千伏文台
开关站、110千伏海辰M8送
出等一批重点工程，保障各类
企业复工复产。有序开展全
年电网工程建设，推进特高压
白鹤滩水电入苏、500千伏锡
南变、江阴大跨越等重点项
目，实施110千伏璜塘变、旺
庄变等20个主网迎峰度夏工
程，超前开展32项重大电网
项目规划前期工作，进一步强
化无锡电网结构，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

2.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积极应用无人机等智能
化方式开展重要线路巡检，动
态实时监控通道危险源点，差
异化调整变电站巡视周期和

模式，确保主干电网安全运
行。对医院等保电场所涉及
的62个变电站、43条输电线
路、174条配电线路开展特巡
和带电检测，确保供电安全可
靠。全市84个网格化运维站
严格落实值班制度，组织应急
抢修和不停电作业力量24小
时待命，尽可能采取不停电方
式处置配网设备缺陷隐患，做
到“先复电、后抢修”。

3. 推行报装接电“特快
电力”服务。进一步优化电力
营商环境，2020年将全市高
低压业扩平均接电时间压降
至35个和5个工作日内。深
化政企信息互通，推动开展个
人客户“零证”、企业客户“一
证”办电，保障客户快速接电、
快速投产。

4. 强化物资供应保障。
结合全市重点项目复工进度，
加强相关电力业扩工程物资
供应保障，做好实物储备管
理，确保物资供应与项目进度
有机衔接。对涉及疫情防控、
供电抢修等相关项目的紧急
物资需求，进一步加强内外联
络，畅通“绿色通道”，高效做
好物资采购工作。

5. 用电力大数据支撑政
府科学决策。开展每日电力
大数据监测统计，主动做好全
社会用电量和工业电量对比

分析，加强对各类企业日用电
情况监测，开展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动态分析，为政府防控疫
情提供数据支撑。根据疫情
保障重点企业用电情况，对产
能异常的客户进行延伸分析，
助力政府动态掌握企业实际
产能。

6. 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单
位电力保障。对全市2家定
点医院、57家发热门诊提供

“一家定点医院、一个保电方
案；一个发热门诊、一个应急
对策”的服务。成立专门团
队，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道
口疫情管控点做到“每日一
检、每日一问”，密切关注用电
状况，及时解决发现问题。

7. 加大疫情防控重点单
位接电支持力度。对全市防
疫物资生产企业、医疗机构、
集中隔离场所等疫情防控重
点单位的新建和扩建用电需
求，实施线上报装“零上门”、
绿色通道“免审批”服务，并由
供电公司投资建设外线工程
至客户红线。疫情防控期间，
对疫情防控直接服务的医疗
等场所新建、扩建用电需求免
收高可靠性供电费。

8. 切实降低实体企业用
电成本。执行临时性电价扶
持政策，疫情防控期间客户可
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办理暂停、

恢复等业务，不受“基本电费
计收方式选定后3个月内保
持不变”“暂停用电不得小于
15天”等限制。做好复工复
产企业服务，对暂停后的恢复
用电申请，实行“当日申请、当
日办结”。加大对疫情防控扩
产企业支持力度，超过约定最
大需量105%部分临时取消
基本电费加倍收取政策。为
客户开展用能分析，提供最优
电价策略建议。积极推广电
e贷业务，为用电客户提供低
成本金融服务，缓解中小微企
业融资问题。

9. 推出民生关爱和重点
企业护航服务。全力确保民
生用电，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用
电客户欠费不停电；防疫物资
生产企业确因流动资金紧张、
交费有困难的，疫情防控期间
欠费不停电。大力推广“网上

国网”APP、“国网江苏电力”
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等
渠道, 全面推行网上办电服
务，推动服务事项“网上办、掌
上办、指尖办”。对全市64个
供电营业场所进行每天2次
全厅消毒，自助服务终端、柜
面、便民设施等定时消毒，对
临厅客户开展主动测温，建立
与当地防疫部门联防联控机
制。

10. 开展驰援湖北医疗
救护人员“用电无忧”行动。
与市卫健委合作，积极服务驰
援湖北医疗救护人员，及时解
决其家庭用电需求和困难，主
动进行家庭用能情况分析，提
出节能节费建议；进行用电隐
患检查，消除室内电气线路故
障；开辟绿色通道，满足其家
庭新装、增容用电以及电动汽
车充电桩安装需求。

本报讯（晚报记者 璎珞）
近日，由无锡市少年宫合唱
团首唱的歌曲《天佑中华当
自强》，刷爆了无锡市民的朋
友圈，并带动全国500余名
歌者共同演绎。

疫情之下，无锡市文广
旅游局倡导无锡各界艺术
工作者迅速行动，共同担负
起“医治病，艺暖心”的使
命。

由市艺研所、市文化馆、
市歌舞剧院等单位骨干创
作，共同完成了歌曲《眼
语》。“手有手语，眼亦有眼
语。当面容被遮住，眼睛成
为特写，你会被那些奋不顾
身、勇担使命的抗疫先锋们
真诚、朴实的眼神深深打
动。”歌曲《眼语》先后登上了

“学习强国”、“新华网”等平
台，点击率颇高。锡剧唱段
《打好抗疫阻击战》更是在
“澎湃新闻”、“荔枝新闻”等
媒体广泛传播，此唱段由著
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
彬、黄静慧，国家一级演员蔡
瑜，“彬彬腔”第三代嫡传王

子瑜，老中青三代锡剧表
演艺术家共同演唱，并录
制MV。

近日，《天佑中华当自
强》成了无锡市民争相转
发的歌曲。1月 31日，无
锡市少年宫合唱团从中央
交响乐团合唱团著名无锡
籍指挥家杨鞦鸣的手中，
拿到了其创作的歌曲《天
佑中华当自强》，并获得了
此歌曲的首唱权。随后，
由志愿者把该曲的合唱编
曲与MIDI制作完成。合
唱团的教师团队进行了二
声部范唱录音，并发送到
合唱团各微信群，团员按
照歌谱反复练习各自声
部。2 月 4 日到 6 日，就有
120余人上传发送了录音、
视频。7日，合唱团合成音
频小样完成，传送到无锡及
全国各地多个合唱团。让人
没有想到的是，在 2月 8日
和9日两天时间，包括无锡
在内还有来自北京、西藏、山
东、云南、广东十几支合唱团
近 200 人的录音和演唱视

频。在编创过程中，吸引了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
西藏高原之宝童声合唱团在
内的全国各地十余支合唱团
参与。

在12天的时间里，这首
歌采取居家自学、自录、自
拍、网传方式，参与人数500
余人，年龄跨度7岁—70岁，
传唱大江南北。

本报讯 老人坐在房
间内或亲情对话室即可
通过便携式终端与各地
的家属“面对面”交流。
日前，滨湖民政与中国电
信携手，开通了全市首条
名为“爱的零距离”的亲
情高清电视视频热线。

“妈妈，你放心，我减
肥效果不错，不信你看
……”无锡百禾怡养院
内，93岁的金招娣正和
大屏幕上的女儿、儿子进
行视频通话。金阿婆的
儿女先后移民国外，原本
相约今年春节回家看望
母亲，没承想突发疫情打
乱了探亲计划，这让想念
儿女的金阿婆有些失
落。在视频接通的瞬间，
金阿婆还算“淡定”，但远
隔万里突然看到母亲的
两个孩子却激动不已，不
停地擦拭眼角的泪花。

和金招娣一样，同院
83岁的高耀虹、80岁的
高杏娣、91岁的卫其孝
等其他7位老人也通过
大屏幕看到了自己的子
女，闲聊家常、共叙亲
情。百禾怡养院负责人
赵娟告诉记者，怡养院内

的192位老人平均年龄
85岁，以前子女每周都
来看望老人。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怡养院实行
了封闭管理，子女不能和
老人见面。“不少高龄老
人存在听力、视力障碍，
传统的手机视频聊天使
用烦琐，而且屏幕过小，
不利于沟通。”不仅是百
禾怡养院，滨湖区内其他
12家养老机构的老人在

“封闭”期间和子女的沟
通需求也愈发强烈。针
对这一情况，2月 10日
起滨湖区迅速启动辖区
养老机构电视视频通话
系统的安装，率先在百禾
等养老机构投用。

“系统安装到位后，
后期将增加通话通道，以
满足更多老人的需求。”
区民政局局长宋晓裕表
示，项目上线后，除了满
足特殊时期老人和子女
间的“面对面”交流外，还
可实现多地、多人同时参
与视频交流，有助于多科
室医疗专家进行远程会
诊，让老人安全又快捷地
接受诊疗服务。

（潘凡）

全国500余名歌者
“云合唱”《天佑中华当自强》

沟通“面对面”让爱“零距离”

滨湖区开通亲情视频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