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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面对经济环境复杂多变、自然灾害多发的严峻挑战，公司上下认真贯彻网公司“十二五”改革发展总体思路，迎难而上，扎
实工作，确保了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硬指标和软实力取得了全面提升，特别是电网保持了安全稳定，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局。
本报将公司 2011 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加以梳理，以期铭记成绩，总结经验，鼓舞士气，以励再战。

说说兔年大件事
理理成绩励再战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跟蓝天接触的时
间远超与地面上家人和同事的相处。我的事
业在空中，我别无选择，但更无怨无悔。”莫兵
兵，壮族，党员，现任检修试验中心技术监督专
责。他带领的直升机巡线队长期开展空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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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落地扎实推进，管理创新步伐稳健，一体化实施全面到位。

公司将落实网公司发展战略作为提升企业管理的战略性机遇和重要政治任
务，潜心研究、广泛问计，做好发展战略的宣贯与承接。启动子战略研究并完成三
次评审，明晰了在全网战略格局下的使命职责和发展思路。选取一线班组建设为
创先工作突破口，调研摸清了公司生产班组建设现状，为公司整体创先打下坚实
基础。按照计划推进各专业领域一体化工作，七个一体化工作在管理界面、制度
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完成公司本部及各局、修试中心组织架构一体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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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细管理助力完成迎峰度夏及各项大型保供
电任务。
圆满完成迎峰度夏及博鳌论坛、建党 90 周年、深圳
大运会、贵州民运会和南宁“两会一节”等保电任务，这与
公司未雨绸缪，统筹开展工作的思路分不开，特别是各种
应急预案的制定，实现应急管理常态化，使完成各项保电
任务显得更加从容。在专项保电工作完成后，公司还及
时总结经验，编写保供电工作管理实施细则，将保电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

5、克服重重困难，铸好海缆护身
“铠甲”。

12 月 23 日，海底电缆后续保护工作全面完成，安全运行保障机制初
步建立，提高了海南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海缆抛石保护前期谈判异
常艰难，抛石施工又多次受设备故障、台风、保电等因素的影响中断，公
司认真贯彻网公司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组织，
攻坚克难，解决了石料生产与供应、海上路由清理和施工船只警戒等难
题。同时，促成有关方面立法保护海缆，建立了政企联动机制，建设了海
缆监控系统，建立了应急管理机制等，初步构建了海缆运行保障体系，为
今后安全稳定运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受到南方电网公司嘉奖。

7、发挥主网优化配置大平台作用，保证经营态势稳定。

6 月份开始，全网遭受了最严重的缺电形势，加上西部干旱、电
煤等各种不可预见因素影响，西电东送实际执行与年初计划有较
大差距。面对严峻形势，公司千方百计做好增供扩销和增收节
支。组织协调完善西电东送电量调整、协商与考核机制，签订“十
二五”西电东送企业协议，为有序送电奠定了基础。积极协调各方
增送临时电量，组织签订云南送广东、两广互送、兴义电厂 2#机组
送广西等临时送电协议，在形势稍好的前 5 个月抢抓机遇累计增加
售电量 43.9 亿千瓦时。用好通道交直流线路降损技术支持系统，
加强站用电管理，努力筹措工程建设资金，建立健全资金集中管理
体系，通过一系列举措竭力降低不利因素对经营效益的影响。

9、提升人才素质，为公司发展做好支撑。

公司深化领导班子建设，优化干部队伍配置。完成副处级以上人
员调整 77 人次，提升了公司干部队伍的整体效能。全面开展竞争性选
拔干部，完成公司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内部竞聘，激发了队伍活力。制
定和启动人才发展“六大工程”，加快人才队伍建设，选聘技术专家 40
名，新招聘应届大学生 274 名，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录用 44 人，补充了公
司急需人才。精心组织机关基层交流学习，首次开拓性实施直流人才
培养计划，人才配置进一步优化。6 名年轻职工参加网公司百名优秀年
轻干部培训班，平均成绩名列全网第一，展现了公司干部队伍较好的综
合素质。规范完善岗位序列，102 名劳务派遣员工被招聘为劳动合同
制员工，逐步实现了用工配置管理由总量控制向结构调控和总量管理
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平果培训基地、广州直流输电技术培训基地取得
网公司认定。完成了全部 1129 名生产技能人员的素质测评，全面掌握
了技能人员工作能力。

业，担起了空中守护西电东送主网架的重任。
他刻苦钻研，建立起了直升机巡线的科学化管

2、硬指标创新高，主网更安全更可靠。

理平台，通过直升机选线发现地面人工巡线难

年初公司以“四个并重”思路部署全年安全生产工作，为公司从容
应对复杂局面奠定了基础。严格落实电网运行九大措施 39 项重点工
作，确保了直流系统、海缆的安全运行。开展设备精细化管理、突出抓
好风险体系建设、规范应急管理一体化制度与流程等一系列措施的实
施，全面提升设备健康水平，夯实了安全生产管理基础。通过推动班组
安全文化建设，
营造了
“学习、规范、分享、互助”的班组安全文化氛围。
全年发生一般设备事故 4 起，同比减少 60%；发生障碍 74 次，同比
减少 40%，为近年来最好水平，降幅在全网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纳入
网公司综合计划的 8 项安全生产指标全部优于年度目标。直流系统综
合能量可用率为 95.85%，居国内领先水平；主网架线损率降至 4.31%，
创历史新低。安顺换流站连续安全运行达 2047 天，继续保持全国换流
站最高安全纪录。

以发现的缺陷、隐患，为主网架的安全稳定运

4、
“两渡”直流工程开工，拉开
“十二五”电网建设序幕。
12 月 2 日，
“两渡”直流工程全线开工建设，西电东送再掀新篇。在工程建设中，
征地遇到较大阻力，且三通一平在雨季开展，对工程进展有较大影响。公司迎难而
上，开阔思路，积极争取有力的外部支持。在不断跟进工程进展的同时，扎实开展进
度风险控制。通过优化方案，解决雨季施工造成的进度缓慢问题。精心组织“两渡”
工程的大件运输、线路器具等的招标采购工作，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目前，全面完成
了两端四换流站的征地工作，
线路各标段也相继开工。
“两渡”直流工程开工还受到从中央到地方高度关注，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规
模、高层次报道，
宣传了西电东送，
擦亮了南网品牌。

6、四主变扩建提前安全投产，挺直西电东送大通道
“腰杆子”。
500 千伏百色、河池、贺州、桂林 4 主变扩建工程是公司推进一体化管理实施以来
投产的第一批项目。在四主变项目立项之初，公司从广西电网系统安全性出发，主动把
进度关口提前，不断加强过程和进度管理，克服了施工工期短、天气恶劣、生产基建交叉
面多等困难，
实现了各扩建工程一次性带电成功。
这四个变电站扩建工程相继投产后，可大幅增加下网电力，有效缓解桂林电力缺
额，满足百色、河池、桂林、贺州地区电网负荷不断增长的需要，显著提高当地供电的可
靠性和供电质量，在防范大面积停电风险的同时满足地方负荷增长需求，主变压器单变
双让西电东送大通道挺直
“腰杆子”
。

8、科研成果获丰收，科技攻关强主网。
公司紧密围绕生产建设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保障了主网架的建设与稳定运行。
参与南方电网智能电网研究和建设，直流融冰装置项目获得国资委智能电网建设专
项资金支持。
《交直流互联大电网智能运行与柔性控制关键技术》项目初步通过国家
科技部出库审查，首次入选国家 863 重大课题。共获得南方电网公司科学技术奖 16
项，获得科技专利 12 项，被评为南方电网“十一五”科技管理先进单位。直升机巡线
技术应用更加纯熟，共组织实施飞行 66 架次，安全巡视飞行 208 小时，发现地面难以
发现的缺陷 33 处。

10、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建设和谐企业取得新成绩。
公司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持续推进创先争优活动，把为民服
务落脚在保证主网架安全可靠、为五省区电网公司供电窗口单位为民服务提供有力
支持上，保障了安全生产大局稳定，彰显了活动的实践特色。开展了纪念建党 90 周年
主题教育和系列群众性活动，形成了浓厚的氛围。深入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更
加注重用文化影响人、塑造人，开展“实施发展战略，建设幸福南网”系列活动，推动企
业文化的传播与深植。
完善了公司纪委组织架构，在全部 10 个基层单位新设立了纪委，增强了纪检监察
队伍的履职能力。以领导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为教育重点，分层次开展形式多样的
反腐倡廉教育，领导人员、党员干部及关键岗位人员受教育率达 100%，营造了风清气
正的廉洁氛围。充分发挥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劳动竞赛、履行民主管理、服务
职工等工作成效得到职工广泛认可，
构建了和谐的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李桦

用心经营 精细管理应对挑战
网发展。

发挥主网架资源优化配置大平台作用
积极应对严峻形势
今年西部来水特枯，汛期红水河、乌江流
域来水比往年平均少 7-8 成，出现了有水文
记录以来的最枯水情，加上缺煤停机严重，西
部各方减送电量幅度较大。
面对严峻的送电形势，公司集中精力沟
通协调，和网公司市场营销部保持联系汇报
机制，加强与各交易方的协商沟通，努力维护
西电东送交易秩序，尽一切可能增送电量。
一方面和南网总调密切联系，促使省间交易
计划尽量安排正偏差，对各输电通道的功率
安排提出建议，有效降低输电损耗，增加落地
电量。一方面组织协调完善西电东送电量调
整、协商与考核机制，签订“十二五”西电东送
企业协议，为有序送电奠定了基础。并且，深
入跟踪送受电形势，积极协调各方增送临时
电量，组织签订云南送广东、两广互送、兴义
电厂 2#机组送广西等临时送电协议。全年实
现临时交易电量 94.8 亿千瓦时，其中广西送
广东 17.1 亿千瓦时，广东送广西 75.9 亿千瓦
时，兴义电厂 2#机送电 1.6 亿千瓦时，海南联
网工程送电 0.2 亿千瓦时，竭力降低电量调减
对经营效益的影响。在缺电形势最严峻的时

2011 年，公司经营工作面对重重挑战，在工程前期工作、固定资产投
资电力交易、节能减排、成本控制、预算管理等方面齐头并进，各项工作再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努力挖潜增效

面对经营的严峻形势，公司千方百计做
好增供扩销和增收节支工作。一方面，树立
“大成本”观念，挖掘成本控制潜力，严格综
时。溪洛渡、糯扎渡直流工程先后于 2 月、7 月获国家发改委核准。金中
合 计 划 和 预 算 管 理 ，从 紧 控 制 非 生 产 性 支
直流工程的前期工作稳步推进。电网投资管理进一步完善、优化。公司
出。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开源节流，增加临时
经营态势基本稳定。
交易电量，推进全面预算管理，成本控制措
施得力，保证了内部利润指标的实现，维护
了公司财务状况的稳定，提升了挖潜增效的
能力。并进一步加强项目预算管理，在编制
期，还安排广东反送广西电量，充分发挥了西
系统的投入试运行，为优化安排交直流通道
项目投资形象进度计划、逐项分析合同执行
电东送主网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并且， 功率、降低输电损耗提供重要参考。并且，
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现金支出预算，逐项落
主动开展主网架资产和成本费用研究，精心
公司认真落实“十二五”节能减排方案，从管
实基建项目资本金来源及融资安排。坚持
组织发改委成本监审迎审工作，提供的数据
理和技术两方面入手控制和降低线损。按
以集约化为目标，以加强预算管理为基本手
详实、依据充分，初步取得检查组的认可和支
照网公司节能专业一体化工作安排，修编公
段，推进预算的全面性与精细化。积极组织
持，目前已进入监审报告编写阶段。分解下
司“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以及《节能减排工
开展 2012 年及“十二五”中长期预算的编制
达全年可控成本预算 10.8 亿元，加大成本指
作管理办法》和《线损管理细则》两项制度，
工作，以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及经济效益为中
标考核力度。
推进优化安排交直流通道功率、降低输电损
心，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强化预算战略导向
耗。加强站用电管理，指导检查基层单位站
作用。建立健全资金集中管理体系，构建统
管理技术双管齐下 节能降耗成果显著
用电管理工作。通过科技创新、考核管理，
一的资金收支两条线模式，实现了对公司系
今年，公司继续加强节能降耗管理，做好
加强与调度部门协调等措施，全年线损率达
统各银行账户资金的实时监控，资金归集率
站 用 电 、母 线 不 平 衡 率 等 线 损 小 指 标 的 考
4.3％，比计划低 1.52 个百分点，以科技手段
达 99.14%。
核。西电东送通道交直流线路降损技术支持
努力推动主网架向智能、高效、可靠的绿色电
本报记者 康乐

盘点

上新台阶。全年售电量 808.6 亿千瓦时，比调整后的计划多 8.6 亿千瓦

行作出重要贡献。

莫兵兵：
巡检主网架的
“飞鹰”
努力钻研，工作才会粘着你，非你莫属
2008 年，超高压公司自主筹备建设直升机巡线
平台。也正是在那一年，一直从事送电线路检修的
莫兵兵一下子被推到了之前从未接触过的直升机巡
线业务上。
初到新岗位，
“ 当时的挫败感非常强，明显感到
自己的既有经验指导不了实际工作”，但莫兵兵在那
个阴沉的时期里下定决心，
“ 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比
别人更好更快地提高自己的直升机巡线业务水平。”
那一年，恰逢抗冰抢险的重要关头。瞄准时机
的莫兵兵，看到了在极大困难与挑战面前的难得机
遇。他积极响应抗冰救灾指挥部启用直升机巡线的
要求，夜以继日高强度学习。
“ 兵哥白天精神饱满地
工作，晚上说他精神亢奋、挑灯夜读，一点都不过
分”，当时也在现场的一名同事跟记者悄悄笑着说
道，
“ 从现场回来我们就直接倒床上了，而兵哥直接
一屁股坐到书桌前，谁都怀疑他喝了超强红牛。”那
时，他还借着与合作方中信通用航空公司进行细致
沟通的机会，扎扎实实地做好了直升机巡线业务的
基本知识储备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抗冰保电工作中，莫兵兵迅
速掌握了直升机巡线的基本技能，带领的团队不仅
弥补了地面巡视的不足，还为抗冰保电任务的完成
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直升机巡线业务的不断深
入，让莫兵兵深感编制直升机巡线操作标准的重要
性。抗冰回来之后，他不但没放下书本，反而更刻苦
钻研，深入研读了国内外同行业的相关资料，组织编
制了《检修试验中心直升机飞行管理规定》等 6 项制
度，建立起了直升机巡线的科学化管理平台；撰写的
《直升机巡线应用及研究》获超高压公司青年技术论
坛（输电线路专题）论文第二名；参与设计的双联耐
张卡瓷瓶更换卡具，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在技术领域，唯有不断学习才能走在前头，也
唯有这样，
这份工作才会粘着你，
非你莫属。”
直升机巡线是团队作业，我做的是分内事，不足为道
“无论我个人能力如何，在这里，就没有单打独
斗能干好的活，大家说我是超高压公司直升机巡线
第一人，
但我不想自己是那唯一的一个人。”
在这个刚成立不久的线路技术部里，除了包括
莫兵兵在内的两名老员工，其他全部是“85 后”的新
人，如何带好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一度让莫兵兵困
扰万分。
在熬了几个通宵之后，莫兵兵针对徒弟们的实
际情况，为他们量身订造了一套长期培训方案，并坚
持在各类飞行任务中，以身作则，亲自带队，从未一
次落下。部门里的年轻小伙最厉害的能坚持四五个
月在现场开展飞行作业，而他们的莫师傅在今年竟
驻守现场九个月。
除此之外，这个热心肠的师傅还抓住一切机会
组织部门员工开展“人人上讲台”活动，不仅让同事
间分享直升机巡线工作中的心得和体会，更对针对
他们提出的每项技术问题进行细致讲解。
“莫队为了
我们快速成长，经常熬夜备课”，一名年轻小伙佩服
地说道，
“ 他对我们严要求，其实往往他对自己做事
更狠。”因为在莫队长解答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之前，
自己就已经耗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月在各种资
料和书本里。
目前，莫兵兵所带的四位徒弟成长迅速。在
2010 年的巡检工作中，徒弟们就自主发现红外紧急
缺陷 2 处，
重大缺陷 7 处，
可见光紧急缺陷 1 处。
部门主任拿出一叠厚厚的飞行记录和各类数据
报告，骄傲地摆在记者面前，毫无掩饰地称赞在莫兵
兵的带领下，仅靠区区几人的巡线队就结实撑起了
空中护卫西电东送大通道的重任。截止 2011 年 11
月，直升机全年巡线任务完成，巡视南方电网主网架
线路 4238 公里，共计安全飞行 413 小时，远超 250 小
时的全国平均数，
处全国先进水平。
在助人奉献中追寻快乐生活的真谛
生活中的莫兵兵，以一名老党员的身份行动积
极、言语低调的参与到奉献社会的活动中。
“你完全都不可想象，这样一个几乎将全部热血
投入到工作中的人，还有一份难能可贵的助人之
心，”部门的小徐把记者拉到一旁，悄声说道，
“ 我们
总对帮助远方的人心存质疑，但兵哥却不同。”自
1998 年起，莫兵兵积极响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
蕾计划”，独立资助失学儿童杨某，直至其毕业踏入
社会。这一走就是近十年的助学之路让莫兵兵在平
日里又多了一份牵挂。
“ 都是孩子，看着他们日益增
大的物质差距，我看着心里很不舒服，”终于提起这
个话题的时候，
莫兵兵低着头，
显得沉默寡言。
2005 年，还在超高压公司梧州局的莫兵兵就加
入了梧州市义工组织，多次参加义工组织的活动之
余，还成为中华骨髓库成员之一。2006 年至今，他
还一对一资助孤寡钟姓老人。
“ 我们也曾经是孩子，
也终有一天会变老，”莫兵兵憨厚地笑着，
“其实比起
很多人，我做的都是平凡的事情。量力而行，做到问
心无愧就好。”
本报记者 张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