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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方客户满意度

跃升到 86 分， 连续 4 年排名贵州

电网公司第一并首次获得南方电

网公司西部城市第一。 ” 这份年终

答卷， 是 2022 年南方电网贵州贵

阳供电局交出的。

这一年， 贵阳供电局通过基础

服务加增值服务的现代供电服务模

式，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持续减少

停电时间，不断提高办电效率，同步

做优“园区经理” 品牌，加强企业

CSR服务，有力服务“强省会” 。

基础服务 +增值服务

提升“软实力”

“为企服务重实效、助企纾困

解企难” ,2022 年 12 月 14 日，中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将一

面锦旗送到贵阳供电局，以此表达

诚挚谢意。

该公司位于开阳县新能源电

池产业工业园区的项目，是开阳县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接到用电申请

后， 贵阳供电局立即特事特办，由

220千伏双流变供电， 新建 110 千

伏变电站 1 座， 负荷 12.6 万千瓦。

项目投运时间由原计划的 2023 年

1 月 20 日提前到了 2022 年 12 月

9日，保障了企业正常投运生产。

这是贵阳供电局 2020 年推出

的“贵人服务·黔电无忧·贵阳爽快

电”服务品牌持续发力的一个缩影。

2022年以来，贵阳供电局深化

落实“三零”“三省” 服务，持续延

伸投资界面至用户红线，供电区域

内报装容量 200 千瓦及以下用户

办电 “零投资”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已为近 14 万名用户节约办电

成本约 1 亿元。 通过优化业扩管

理，出台提效率、简流程、减时间等

措施，贵阳市低压居民、低压非居

民、高压单电源、高压双电源用户

全过程平均办电时间分别压减至

1.11、1.18、22.04、26.05个工作日。

贵阳供电局在省内首家推出

临电共享服务后，又首创了运维服

务加电能保的服务模式，让用户用

更少的花费享受更优质的增值服

务。用“电力 +金融”服务模式，将

企业的电力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

积极帮助解决企业解决资金周转

问题，在省内首家实现电费信用证

交费、电费贷款。

2022年，依托贵州政务数据共

享，贵阳供电局全力推动低压用户

“刷脸办电”“零证受理” ，在南方

电网西部地区率先实现该功能。 目

前， 贵阳供电局已全面入驻地、县

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及不动产登记

中心， 通过系统数据的互联互通，

用户可实现多种线上与线下渠道

用电办理，进一步提升便利度。

优质网架 +智能运维

夯实“硬基础”

2022 年 11 月 27 日，贵阳电网

迎峰度冬重点项目———220 千伏赵

斯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顺利

投运，贵阳市北部地区今冬供电更

稳当。

220千伏赵斯变电站是贵阳市

北部电网的重要枢纽变电站，为观

山湖区、高新区及云岩区提供电源

支撑。 为满足地方用电需求，贵阳

供电局提前规划该站 3 号主变扩

建工程。

2022年， 贵阳供电局夯实电网

基础，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编制

印发两个方案保障“新国发 2 号文

件” 有效落地，联合贵阳市工信委

编制《贵阳“十四五” 工业园区电

力专项规划》。 2022年投运 500千

伏席关变扩建工程、220 千伏赵斯

变扩建工程、110 千伏花围变、110

千伏筑谷二牵等工程， 有效保障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可靠供电。

贵阳供电局进一步服务贵阳

市“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跟踪 78

个电力隐患重点居民小区隐患整

治， 改造老旧小区配电台区 123

个。 在优化网架做好基础建设的同

时，积极推动电网“装备智能化、运

行智慧化”转型，实施配网自动化，

智能装备助力防灾减灾，运用无人

机、机器人巡视，解放人力、提升应

急响应效率，客户年平均停电时间

压减到 ４ 小时内。 打造南明高可

靠性、乌当智能配电等示范区。

春节即将到来，当前正值迎峰

度冬的关键时期，贵阳供电局切实

做好“冰前防、冰中守、冰后巡” ，

97 套覆冰预警监测装置全面覆盖

冰区，11 套融冰装置覆盖保底电

网， 设置 146 个观冰点，1315 人的

应急队伍、372台抢修车齐装满员，

保障极端天气下电网安全和电力

供应。 ■杨志坚 张其琼

贵阳供电局“爽快电” 尽全力让客户满意

第三方客户满意度首次获得南方电网公司西部城市第一

工作人员开展低温天气下的特巡

经中共贵阳市委同意，根据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授权，政协第十三届贵阳

市委员会第六次主席会议审议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7日在贵阳召开。

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4 次主任会议决定： 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于 2023年 2月 8日在观山湖区贵阳会议中心召开。

2023年贵阳市两会时间确定

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召开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2023年 1月 19日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4次主任会议通过

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日期的决定

（2023年 1月 19日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六次主席会议通过）

白云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本报讯 1 月 11 日， 国家民

委发布关于命名第十批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

定， 对全国 283 个深入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涌现出的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进行命名。

经评选， 贵阳市白云区获评第十

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白云区内有汉族、布依族、苗

族、 侗族等 41 个民族共同居住，

有都拉布依族乡和牛场布依族乡

2 个民族乡，19 个少数民族聚居

村，少数民族人口 10.46 万人，先

后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国

家级 1 个、 省级 15 个、 市级 33

个， 是贵州省第四批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

近年来，白

云区以 “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为主线，成立了以区委书

记、 区长任双组长的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高位推动，全力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

婧）

贵州外贸规模

首次登上 800 亿元台阶

本报讯 记者 1 月 19 日从贵

阳海关获悉，2022年贵州全年外贸

进出口实现了量的快速增长和质

的有效提升， 外贸规模首次登上

800亿元台阶， 实现了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

据贵阳海关统计，2022 年全省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801.2 亿元，

比 2021 年增长 22.5%。 其中，出口

523.6 亿元， 同比增长 7.5%； 进口

277.6亿元，同比增长 66.3%。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多重

不利因素下，贵州的进出口规模创

下历史新高，实属不易。” 贵阳海关

相关负责人说，2022 年贵阳海关在

坚决依法行政把好国门的同时，千

方百计促进外贸保稳提质，推动签

署新一轮署省合作备忘录，助力贵

州外贸进出口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寻启）

本报讯 春节长假期间， 贵州

燃气集团员工将坚守岗位，保障广

大居民安全稳定用气。

节日期间，贵州燃气安全巡检

人员将每日沿街巡检，全面排查安

全隐患；场站人员日夜驻守，保障

天然气稳定供应；应急抢险队伍全

天候待命， 确保险情快速有效处

置；“96977” 客户服务热线 24 小

时在线，及时响应用户诉求。

为确保春节期间千家万户

用气无忧，贵州燃气集团强化天

然气统筹调度，科学做好用气需

求研判， 保障天然气供应稳定。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升级管理，对

长输管线、城市干线、重要专线、

阀门井、调压站（柜、箱）等重点

部位加强巡查监护，张贴“燃气

设施附近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宣

传海报，防范春节期间火灾、外力

破坏等事件发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贵州燃气员工坚守岗位

保障春节用气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