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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流县级供电企业为目标的提质增效手段探索与实践 

蔡丽霞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兴安岭供电公司  黑龙江大兴安岭 

【摘要】为创建一流县级供电企业，不断探索提质增效手段，从分析传统供电企业面临的提质增效面

临的难题出发，进一步提出“提质增效手段探索与实践”项目。在“提质增效手段探索与实践”项目中，

以营销管理和党建管理作为提质增效手段实践，利用智能电网系统，包括实现用户智能化优质服务、提升

企业员工绩效管理水平，提升工作效率、降低企业经济成本、降低安全风险等多方面，打造更全面、人性

化的智慧电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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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create a first-class county-level power supply enterprise, and constantly explore the 
means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traditional power 
supply enterprises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project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eans" is further proposed. In the project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party building management are used as the mea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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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立足新方位，提升企业管理能力，从网架优化、

设备升级入手加快建设智能电网，注重培养党内青

年成长成才新势力，引领党建新步伐，这既为公司

开拓市场、培育新动能带来契机，也对保障电力供

应、提高服务水平提供了新方向。增供扩销、保质

保量、安全生产，实现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电网

发展，完成保障电力供应和推进能源转型的新要求。 
1 企业简介 
新林供电公司始终致力于创建一流县级供电企

业，如图表 1 所示，2020 年以来，年度售电量完成

272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32.42 万千瓦时，同比上

升 5.11%。售电均价完成 573.71 元/千千瓦时，同比

下降 13.43 元/千千瓦时。综合损失率完成 6%，同比

下降 0.55%。电费收入完成 15639.44 千元，同比增

长 411.27 千元；同比上升 2.7%。 
 
售电量 同比增长量 同比增长率 

2726 万千瓦 132.42 万千瓦时 5.11% 
 

电费收入 同比增长量 增长率 电费回收率 

1263.94 万元 +58.79 万元 +4.88% 100% 

图表 1 新林供电公司现状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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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的主要做法 
2.1 创新的整体思路 
以目前供电企业内部在营销管理以及党建管理

工作面临的现状出发，分析企业管理方面存在的诸

多问题，比如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管控难度较大。

基础管理薄弱环节较多，工作质量不高、亮点经验

不多。同时在党建管理工作也存在固守传统、不能

与时俱进的问题，所以提出从公司营销管理和党建

管理两方面，精耕细作，增供扩销从网架优化、设

备升级、营销数据管理入手加快建设智能电网。以

创建一流县级供电企业为目标，提出创建线上信息

化管理平台的提质增效手段探索与实践的项目。进

一步解决人员管理乏力，个别指标排名滞后，专业

管理总体排名靠后，员工失去工作动力等问题[2]。

同时，在党政建设方面，利用线上平台开展“青年

创新创效”主题活动，组建青年协会活动，成立“青

年大学习”团体，与党委党建部门完善提升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效的方向一致，努力打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促进青年成长成才作为推进高质

量发展新动力。 
2.2 重点创新内容的实施 
落实对标指标奖罚办法，变被动看结果为主动

争效果，强化管控，健全线上信息化管理平台，实

现各扛标部门主动对接、积极沟通[4]。强化协同联

动，机关部门间、部门与单位间、单位与单位间要

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用时利用线上信息化管理平

台，管理者实现科学制定员工绩效考核方案，严格

监督执行，在公司内形成比能力、比成绩、比贡献

的良好氛围，提升职工内生动力，提升企业管理能

力。提质增效的关键在于提升企业内机关工作质效，

服务意识，务实作风，坚决杜绝“不懂装懂”。强

根筑魂，在党建引领上迈出新步伐，始终将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把企业内党建工作作为提质效的

有力抓手，不断提升工作动力。 
2.3 项目的实施效果 
（1）利用智能电网系统，实现用户智能化优质

服务 
①提出大数据云端解决思路，提升数据管理效

率 
为解决数据管理工作效率低的问题，我们可以

利用新科技手段——供电用户智能化管理系统，将

用户基本信息录入实现云端共享，解决因用户住址

改变带来的用户信息同步的即时性不高的问题。同

时利用供电用户信息智能化管理系统，有利于工作

人员进一步对用户基础数据进行查漏纠错。新林供

电公司营销基础数据治理总户数 17173 户，利用供

电用户信息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治理率 100%，累计

更正各类客户基础信息 1560 条。利用供电用户信息

智能化管理系统，进行数据治理的补充完善工作，

大力核查“零电字”户基本信息。第二利用供电用

户信息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线上预约服务，以及线

上作答，实现 10 千伏及以下供电方案或者出现供电

问题进行及时答复。 
②对用户实现信息数据智能化管理的具体措施 
推进创建一流县级供电企业为目标的提质增效

手段探索与实践项目，利用供电用户信息智能化管

理系统进行用户数据管理的具体措施包括：第一步，

在一季度内累计完成注册用户 6907 户、绑定 6402
户，争取提前两个月完成年度计划目标。第二步，

对于特殊辖区供电用户，争取线损基础管理工作提

升。规范建立公变台区“一台一档”，为所辖 74 个

台区中的 17070 块计量表全部建立档案，细化台区

管理，便于合理分配指标、快速分析波动原因。第

三步，是营配调贯通基础数据保持稳定，数据一致

率持续保持 100%。第四步，是“煤改电”工作全力

推进，已安装 23 户居民、3 户单位清洁采暖入户。

利用智能电网系统完善从营销基础数据录入到用户

信息治理，以及各类客户基础信息更新。 
（2）线上信息共享管理平台，提升企业员工绩

效管理水 
①解决部门沟通效率低问题的基本思路 
供电公司内部包含了综合管理部、安全监察质

量部以及发展建设部等多个部门，其中发展建设部

协助开展新林区属地内电网项目前期工作，配合落

实辖区内各电压等级电网项目核准条件。同时负责

本单位统计管理工作，负责电力生产统计、分布式

电源统计管理，负责电网设备统计，负责发展建设

专业同业对标管理工作，开展新林区负荷调查及预

测、协助新林区各级工程项目管理机构开展所辖区

域电网建设项目的属地协调工作。安全监察质量部

负责新林区供电公司劳动保护管理，应急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与管理，安全监督、检查等其他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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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那么再落实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就少

不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及时配合，强化协同联动，机

关部门间、部门与单位间、单位与单位间要建立良

好的沟通机制。用时利用线上信息化管理平台，管

理者实现科学制定员工绩效考核方案，严格监督执

行，在公司内形成比能力、比成绩、比贡献的良好

氛围，提升职工内生动力，提升企业管理能力。 
②利用线上信息共享管理平台的具体措施 
依靠线上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了绩效管理的

信息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和主要业务系统的

集成，提供准确的实时工作流程和关键指标数据，

为绩效管理提供了可靠依据。利用线上信息管理平

台，对员工积极适应变革，引导职工思想形态意识，

强化专业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高效利用专责

大讲堂、冬训等学习机会，锻炼队伍，选拔人才。

领导班子成员的管理方法取得创新和突破，班组的

凝聚力进一步提升。同时提高安全生产管理，培养

员工的主动安全意识，定期开展安全工作常识和基

本安全工作课程培训。引导和教育员工培养规矩意

识和纪律观，深入开展涉黑涉恶案件专题警示教育，

以案促教、以人为镜，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坚

决避免小微权利出现问题和隐患，坚决避免麻痹思

想和侥幸心理的滋生。现场监督检查的力度和频率

还需提升，还需更进一步创新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方

式方法。利用线上信息管理平台深入开展党员身边

无违章活动，以“四个最”的要求统领各项工作。 
（3）利用线上平台实现营销管理，降低企业经

济成本 
首先关于如何让负责人及时获取财务信息，了

解各项费用的具体支出，制定针对性措施来降低项

目的管理成本。在线上信息管理平台按日进行分析，

充分分析项目进展的同时详细了解项目的成本费用

情况，特别是同类项目的相关资金流向进行充分的

对比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当前项目成本支出情况

进行预测。同时可以方便负责人对成本分析中可能

会对项目的进度产生影响的各个风险因素均进行充

分的探讨与分析，对可能的损失进行预测，并且制

定规避措施，从而减少成本管理中产生的风险与损

失。是以营销管理思想为灵魂，以信息化平台为工

具，以企业内各相关业务系统的信息流畅运行、数

据资源共享、实吋交互为基础的一套企业管理方案，

实现绩效的大闭环信息化管理，形成“参与度大、

应用范围大、使用频率高、效果明显”的信息化管

理平台，为管理层提供具备详细完整的绩效考核数

据、完善的统计分析手段和实时顺畅的沟通渠道等

功能的辅助决策工具，强化了绩效管理的刚性与柔

性，全面提升了企业的绩效考核管理水平 
（4）降低安全风险，打造更全面、人性化的智

慧电网工程 
供电企业内部注重加强项目组织管理，要重视

供电工程项目在项目组织设计方面的科学性，同时

在实施过程中要不断地持续改进，尽可能地实现精

细化管理。利用线上信息管理平台，记录施工组织

设计的编制在内容上包含了电力工程项目施工的所

有内容，即施工准备计划、施工方案、施工部署、

施工进度计划、资源供应计划和技术组织措施等。

利用大数据计算对工程项目组织管理进行更为科学

及合理的设计，特别是要重视均衡施工，践行精细

化管理，为项目成本控制提供基础和依据。 
加强项目安全风险管理，电力工程安全风险主

要是由于身体原因、态度原因和教育原因产生的，

可以采取以下方式降低乃至解决安全风险：有效规

划电力工程项目，完善电力施工现场的组织与建设；

对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在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方面

予以重视，例如施工要求，进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

帽、在高压电区的特殊安全装备、特殊工作场地必

须持证上岗、按流程操作等等，不断强调施工人员

的安全意识；在制度上完善电力工程项目管理制度，

确保措施的实施到位，尽可能地避免人员的伤亡以

及安全风险的产生。 
3 结语 
完善风险管理评估系统，安全生产作为供电企

业实施项目管理的基础与依据，电力工程项目开展

过程中常会出现事故损失。因此，要不断地对生产

风险评估体系进行完善，树立良好的安全生产意识，

融入智慧电网风险管理的宏观视角，对项目中涉及

的具体安全生产隐患进行深入评估。此外，还应选

择合适的供电项目形式，用谨慎、严密的执行模块

进行模拟，并且进行合理的安全风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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