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造城市“动脉” 一心只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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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电网 照亮夏都每一条大道
———西宁市核心区配电网智能建设工程印记

又是一个不眠冬夜。 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凌晨 3 点开始， 国网西宁
供电公司实业公司第四项目部电缆
班女班长刘予虹就带着队伍在地下
电缆通道和地上环网柜忙得热火朝
天。 在凛冽的寒风中，她忘却了寒冷，
半蹲在挖好的埋线坑内，专注地完成
电缆接头安装的每道工序，操作利落
娴熟。从 10 月 22 日起，他们已经昼夜
战斗了一个月的时间，2014 年西宁市
配电网核心区智能化改造工程顺利
收官指日可待。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按照 “电网

低碳高效、互动友好”等特点，结合
西宁市城市发展规划， 经过认真论
证、精心策划，自 2013 年至 2015 年
末， 利用三年的时间， 在西宁市区
内， 将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供电网
络。为了美化城市面貌，从工程规划
之初就把所有的线路安排到地下，
把单电源供电模式全部更换为双电
源供电模式， 它的壮美绝不逊色于
地面上的铁塔飞架。

2013 年 4 月 25 日， 西宁市核心
区配电网智能建设工程的第一个项
目拉开序幕。

一、招聘岗位
营业部总经理、 零售业务部总

监 、机构业务部总监各一名，投资顾
问、客服人员、客户经理若干。
二、任职要求

（一）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管理
类相关专业，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二）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
守，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
熟悉证券营业部业务；

（三）三年以上证券、银行或信托
行业从业经验，拥有投资银行 、债券
发行、理财服务、产品销售等方面工
作经验或渠道资源者优先。
三、应聘说明

1、报名截止时间：2014年 12月 5日
2、应聘人员将个人简历 （附个

人一寸彩照 ）、学历学位证书 、证券
从业资格证书扫描件发送至邮箱 ：
jiahr@hlzqgs.com，邮件名称标注 “姓
名+应聘岗位 ”；

3、 应聘者对申请资料信息的真
实性负责， 个人信息仅用于此次招
聘， 公司对应聘者信息严格保密，应
聘资料恕不退还；

4、一经录用，我公司提供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薪酬福利。

5、咨询电话：18054168337 贾海荣
华龙证券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华龙证券公司
招聘启事

华龙证券公司是由甘肃省人民政府组织筹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 2001
年 5 月 18 日成立的全牌照综合类证券经营机构。 公司总部设在兰州，注册资本
21.53 亿元，业务资质齐全，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证券投资咨询、财
务顾问、资产管理、融资融券、新三板、直投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司在全国主要城市设有 50 余家经营机构， 在北京发起设立了华商基金管理公
司，设立了投资银行分公司和全资直投子公司，控股华龙期货有限公司，发起设
立甘肃省股权交易中心，业务项目遍布全国。 为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拟在青海省西宁市设立证券营业部，现诚邀行业精英加盟，具体如下：

2012年，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加快城市配电网示范工程建设”总体部署要求，改善城市电网“两头薄弱”问题，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紧抓发展机遇，确定了这样一个目标———自 2013 年至 2015 年末，依据西宁市政府发展规划，结合西宁市地方发展情况，
按照电网低碳高效、互动友好等特点，通过开展城市配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在西宁市总面积约 392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内，全面
打造“五横二十纵”模块式双环网智能电网。

这使西宁市核心区域内的 10 千伏配电网网架结构更加完善，负荷转供能力和互供能力明显增强，区域内全面实施不停电检
修和标准化抢修，配电网状态检修实现全覆盖，用户平均故障停电时间降至 5 分钟以内，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9%，有效增强区域
内配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和电网管理及优质服务水平，也能使电力企业更好地为“十二五”期间西宁市区建设的大发展保驾护航。

2013年 9 月 5 日晚上 7 点， 灯火
通明的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 国网西
宁供电公司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忙碌
着。

就在紧张的施工中， 工程现场
“细心工程”随处可见，每一个施工细
节，每一道操作工序都毫不含糊。

工程是沿街分段进行施工， 在工
程沿线途经的每一个居民小区门口、
单位门口及学校，都悬挂醒目的“前
方施工，请注意绕行”“此处出入行人
请注意安全” 的警示标语标示牌，温
馨提醒行人行车的安全。

在施工抢修现场周围， 安装了规
范牢固的硬质围挡， 每块围挡都利用
水钻打垂直孔钢管紧固， 防止大风天
气下挡板对街道行人造成伤害。 围挡
内所有的维修工器具都按照标准化作
业的要求整齐划一地摆放在地上。

“你看一下这边怎么样了？ ”“还
得需要点时间。 ”近 50 岁的于洪如是

该段的工程负责人， 他正在向工程监
理介绍施工情况。

此时， 于洪如带领施工人员已经
连续工作了 15 个小时。

施工人员在挖开的电缆沟道中依
旧忙碌着， 白色塑料布铺盖在电缆沟
道的两旁， 一排钢管制成的支架整齐
排列， 支架头部与街道旁学校墙壁做
支撑， 正在施工电缆沟的内部则是由
支架的底部支撑，于洪如介绍说，这一
排排整齐的支架叫安全支护， 电缆沟
内基坑超过 1.5 米也要进行沟壁支
护， 主要防止因施工发生墙壁意外倒
塌， 电缆沟内两旁铺盖的塑料布和沟
壁支护防止因大雨大风天气发生电缆
沟倒塌事故， 而这也成为电缆沟施工
的一道独有的风景线。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气温越来越
低， 单薄的工作服抵挡不住寒风的侵
袭。 于洪如说：“尽快完成施工，尽早
为市民通上电，吃点苦也值了。 ”

2014年， 在核心区配电网示范工
程新建实施的基础上， 进行西宁市城
市配网优化完善项目。

2014年 11 月 20 日凌晨 2 点，深
邃的夜空下，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
街商业区却异常热闹，“轰轰……”
夯土机一阵连续不断的声响打破了
深夜的宁静， 街道两旁路灯散发出
柔和的光芒， 为这冰冷的夜晚带来
一丝暖意。

8 名施工人员为一个小组， 争分
夺秒有序进行西宁市 2014 年城市配
网优化工程施工项目。 大约 20 分钟
后，两名施工人员手拿着水平尺，仔细
测量环网柜安装基础四角的高度，准
确的测量， 可以确保环网柜基础质量
和规格标准。“准备开始砌砖。 ”施工
点责任人发令，6 名施工人员一手拿
着工具抹腻子、一手拿着砖头，热火朝
天地忙碌起来。 深夜中，4 个施工点同
时进行。

负责工程现场的国网西宁供电
公司实业公司第四项目部经理助理

包川龙介绍说：“我们必须赶在冬季
最冷时节到来之前完成全部的工作
任务。 工程建设主要分为两个大项，
一项是环网柜的基础施工， 是在凌
晨零点接收到停电命令后开始进
行； 另一项是环网柜的电气安装和
调试、验收工作，每日在凌晨四五点
钟，基础工作结束后，开始着手进行
电缆线接头制作安装和环网柜电气
安装工作，根据现在工程进度来看，
预计这个项目能在晚上 7 点左右顺
利完工。 ”

高原夜间气温降到零下 10 摄氏
度，身穿厚重棉衣的施工人员，似乎
忘却了寒冷， 施工井然有序地进行
着。

每当夜深人静 ， 人们进入梦乡
时，国网西宁供电公司核心区配电网
建设施工人员犹如电力战士一般，却
进入工程最紧张、 最忙碌的时刻；当
人们清晨醒来准备新一天生活的时
候， 施工人员依旧坚守在施工现场，
做每段计划项目最后的冲刺。

2014年 10 月 30 日，国网西宁供电公
司调控中心副主任张少林马不停蹄地奔
波在配电网自动化室和正在测试的现场
之间。

“在自动化遥测试验中，环网柜中的
终端 DTU 没有过流告警信号，咱们来看
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 ”张少林与技术
人员正在对南山路双环网柜进行测试。

发现问题后，张少林立即来到南山路
段环网柜前，与两名技术人员一起依次查
看环网柜传输线路，检查环网柜内主开关
及柱上开关情况，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在他
们的身旁，正在用笔记本电脑传递测试的
信息。

张少林介绍说， 这是对已完成的部分
核心区配电网进行自动化测试工作。 主要
是通过自动化系统远程遥控配电网线路，
排查隐埋在地下的输电线路是否存在隐患
故障，若发现故障，通过人工远程遥控，能
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动断开故障点， 让电流

从出现故障的线路上， 自动切换到另一条
线路输送，从而有效缩短故障抢修时间。

“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 ”张少林
坚定地说。

张少林带领调控中心和检修公司技
术人员连续作战 600 个日夜后，顺利实现
了西宁市 124 条配电自动化终端的覆盖。
使电力报修工单派发时间从平均 100 秒
减少到了 40 秒， 并通过远程遥控对自动
化覆盖区域进行故障区域隔离和非故障
区域供电，使故障恢复处理时间从 133 分
钟缩短为 15 分钟， 有效提升报修抢修优
质服务水平。

工程还在继续，高原夏都西宁这个地
下网格化电力输送脉络将全新亮相。“有
电送不出，有电用不上”的局面一去不复
返，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大力推动电网建
设，提升优质服务品质，为这座高原古城
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增添亮彩， 增强动
力。

坚守施工现场 做最后冲刺

新型网格输电 科技显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