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网安康供电公司 2016 年信息公开年报

一、供电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基本情况、上一年度取得的成绩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主要担负着安康市

九县一区以及襄渝、阳安、西康三条电气化铁路的供电以及

安康水电消纳外送任务，并向湖北十堰、四川达州部分地区

供电。公司共设11个职能部室、7个业务支撑和实施机构、2

个县供电公司以及集体企业汉水集团公司。直管35千伏及以

上变电站58座，主变99台2181.55兆伏安，35千伏及以上输

电线路119条2250公里。2016年售电量34.85亿千瓦时。

近年来，国网安康供电公司紧紧围绕“一强三优”现代

企业战略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狠抓安全

生产和优质服务，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理

念，践行“分秒必争、度电必争、毫厘必争”要求，强化“市

场意识、效益意识、节约意识、主人翁意识”，深入推进“两

个转变”，企业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突破、开创了新局面。先

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文明单位、国家电网公司抗

灾救灾恢复重建功勋集体以及电能替代先进单位，陕西省先

进集体、陕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先进集体、陕西省电力公司综

合先进单位、安全生产先进标杆单位、依法治企先进单位等

荣誉，企业效能监察成果连续十年荣获国网公司优秀成果



奖，行风测评连续九年在全市保持第一，电能替代、精准扶

贫以及流水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先进事迹多次被央视等主流

媒体宣传报道，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荣获2016年度安康

市先进集体，充分展示了国家电网公司的良好形象。

2、基建投资情况

2016年国网安康供电公司电网基建工程投资32181.34

万元，其中，110千伏电网基建工程投资12214万元，10千伏

城网基建工程投资3314.71万元，10千伏农网基建工程投资

16652.63万元。

3、供电质量和“两率”信息

2016 年国网安康供电公司城网供电可靠率 99.933%；农

村供电可靠率 99.74%。城市综合供电电压合格率 99.998%;

农网综合供电电压合格率 99.910%。

二、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1、信息公开渠道的主要形式

国网安康供电公司按照《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国能监管〔2014〕149 号）等有关文件的要求,积极推进信

息公开工作,通过安康电视台、安广音乐台、“小红帽”供

电服务微信群、“国网安康供电”微博、“安康供电”微信

公众号以及所辖一区两县公司的 47 个供电营业厅、缴费终

端、电子显示屏、便民资料手册、信息发布会或新闻媒体等

多种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对企业基本情况、办理用电业务



的程序及时限、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供电质量和“两率”

情况、停限电有关信息、政策法规文件、供电服务承诺及投

诉电话等七大类信息进行了公开，在深化信息公开内容、完

善信息公开配套工作、加强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等方面取得

了新的进展。国网安康公司本着为电力客户服务的宗旨,为

建设人民满意的电力企业，积极、主动公开各有关事项,切

实保障广大电力客户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公开的主

要形式包括：

（1）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安康主要媒体发布安康用电

负荷预测及电网运行情况，介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所采

取的措施。全年共组织新闻发布 16 次。组织参加陕西省电

力公司走进华商网--讲国家电网春节保供电故事”、“走进

人民网--讲国家电网巾帼的故事”、“走进腾讯大秦网--讲

国家电网劳模的故事”、“走进新华网--讲国家电网优秀党

员的故事”等系列品牌传播活动，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

华商报、西安晚报、华商网等多家纸质、网络媒体对公司展

播的事迹进行了报道。期间宣讲人员先后多次走进演播厅接

受媒体专访，得到省公司外联部、与会媒体的肯定和社会各

界的高度评价。

（2）利用“安康供电”微信平台，展示员工风采，公

布停电信息。仅“国网安康供电”官方微博平台累计发布 282

条，粉丝 2215 人（不含：旬阳县公司 80 条，白河县公司 37



条），微博总浏览量 39.8 万次，微信订阅号发布文章 270

篇，粉丝 5445 人。

（3）加强与社会媒体的沟通联系，在安康电视台、安

康日报上公布企业信息、重要通知和重点工作安排，在安康

95.9 交通广播中播放停电信息等内容，及时答复听众疑问。

全年累计完成中央权威媒体发稿 5条（新华社 2条，中央电

视台 3条）；中央其他媒体 22 条；省级媒体 41 条；网络媒

体 294 条（其中新华网 146 条，人民网 148 条）；行业媒体:

纸质媒体 36 条，中电新闻网 101 条；国网媒体：国网纸质

媒体 12 条，英大网 46 条。紧紧围绕“两学一做”、精准扶

贫、电能替代、配电抢修、优质服务、社会责任等主题，宣

传报道的《保障山区学校午餐工程》、《精准扶贫改善山区

教学环境》新闻分别在中央 4套《中国新闻》栏目中播出。

邀请新华社记者走进安康，采访拍摄的《万伏高压上绽放的

蔷薇》、《秦巴深处的水上流动“党员服务队”》组图 7幅

及 2篇文字通稿在新华社刊发，点击率和转发率实现新突破。

采写的《除夕前夜 为光明而战》、《安康龙舟节——您的

精彩 我们守护》、《爱“折腾”的创新斗士》、《暖冬》等

一系列新闻报道在华商报、英大网、国家电网报、中电新闻

网、新华网、人民网、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华商报、安

康日报、安康新网等众多媒体发表。邀请安康电视台走进企

业，《电力巡线工插上了翅膀，作业飞着去》、《党章写在

http://cms.ak.sn.sgcc.com.cn/portalcms/search.nsf/fSearchShow?readform&skin=


纸上 责任落在肩上》、《国网安康供电公司全面应对 确保

今夏电力供应》等专题新闻在安康电视台新闻栏目播出，营

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2、故障抢修情况

2016 年国网安康供电公司按照《供电服务“十项承诺”》

兑现率达到 100％。安排抢修人员 600 余人，抢修队伍 12 支，

抢修车辆 100 台，故障抢修 6871 起，其中人工答复客户咨询电

话数 10532 次。故障抢修平均用时 51.69 分钟。按照故障类

型分类统计，高压故障 72 件，占比 1.2％；低压故障 2319

件，占比 38.75％；计量故障 1014 件，占比 16.94%；电能

质量 215 件，占比 3.59％；客户内部故障 1520 件，占比 25.4

％；非电力故障类 845 件，占比 14.12%。

2016 年安康公司编制了各项故障抢修应急方案，建设

“网格化”抢修管理，落实区域责任。缩短抢修时长，提高

抢修质量，并利用“小红帽”供电服务微信群、“国网安康

供电”微博、“安康供电”微信公众号、张贴公告等形式强

化用户停电信息告知。顺利完成了元旦、春节、两会等重要

节日、会议、活动保电工作。

3、停限电信息公告情况

（1）计划停电发布方式 ：提前 7 天在安康电视台发布

停电信息,具体以实际发布停电信息为准；专线及重要客户

电话通知。

http://cms.ak.sn.sgcc.com.cn/portalcms/search.nsf/fSearchShow?readform&skin=
http://10.210.184.84/portalcms/search.nsf/fSearchShow?readform&skin=


（2）临时停电发布方式：专线及重要客户电话通知。

（3）停电发布渠道：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自媒

体信息化优势，落实台区客户经理责任制，通过手机终端捆

绑客户用电户号，建立供电服务微信群，855 名客户经理 24

小时与客户在线沟通交流，实现“一对一、点对点”服务，

及时发布停电信息、安全用电常识等。截止 2016 年累计转

发停电信息及安全用电常识 3000 余条，服务客户达 4 万余

人，有力提升了供电优质服务水平。二是在 47 个供电营业

厅对外停电信息栏中，公布对外停电信息情况，由 42 个农

村供电所人员向各村委会通知停电信息，并结合抄表收费通

知到户。

4、用电业务（新装、增容及变更用电）办理程序和时限公

告情况

安康公司通过自有 47 个供电营业厅公开用电业务（新装、

增容及变更用电）办理程序和时限，具体如下：

（1）城市地区：供电可靠率不低于 99.90%，居民客户端电

压合格率 96%；农村地区：供电可靠率不低于 99.60%，居民客户

端电压合格率 95.20%。

（2）提供 24 小时电力故障报修服务，供电抢修人员到达现

场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城区范围 45 分钟；农村地区 90 分钟；特

殊边远地区 2小时。



（3）供电设施计划检修停电，提前 7天向社会公告。对欠电

费客户依法采取停电措施，提前 7天送达停电通知书，费用结清

后 24 小时内恢复供电。

（4）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电价和收费政策，及时在

供电营业场所和网站公开电价、收费标准和服务程序。

（5）供电方案答复期限：居民客户不超过 3个工作日，低压

电力客户不超过 7个工作日，高压单电源客户不超过 15 个工作

日，高压双电源客户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

（6）装表接电期限：受电工程检验合格并办结相关手续后，

居民客户 3个工作日内送电，非居民客户 5个工作日内送电。

（7）受理客户计费电能表校验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检

测结果。客户提出抄表数据异常后，7个工作日内核实并答复。

（8）当电力供应不足,不能保证连续供电时,严格按照政府批

准的有序用电方案实施错避峰、停限电。

（9）供电服务热线“95598”24 小时受理业务咨询、信息查

询、服务投诉和电力故障报修。

（10）受理客户投诉后，1个工作日内联系客户，7个工作日

内答复处理意见。

5、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公告情况

安康公司通过自有 47 个供电营业厅公告电价和收费标准，

具体如下：

（1）电价执行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陕西电网



2017-2019 年输配电价通知》（发改价格〔2016〕2802 号）、《陕

西省物价局关于陕西电网 2017-2019 年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通

知》（陕价商发〔2017〕3 号、《陕西省物价局关于榆林电网

2017-2019 年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陕价商发〔2017〕4

号。

（2）执行时间：本次电价调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其中居民阶梯电价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3）对已下放地方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生产用电价

格，按上表所列分类价格降低 1.7 分钱执行。抗灾救灾用电按上

表所列分类价格降低 2分钱执行。

（4）未开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地区，一般工商业和大工业

生产用电类按所列价格降低 0.6 分钱执行。（以上电价表中所列

的电价包含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陕西省电力公司所辖各市县均

开征城市附加费。)

（5）除农业生产用电类中农业排灌和深井、高扬程农业排灌

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 2分钱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4 分钱。除居民生活用电和农业生产用电类外，均含地方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0.05 分钱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1.9 分钱。

除农业生产用电类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0.83

分钱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居民生活用电类 2分钱，一般工商

业、大工业用电类 0.6 分钱）。

（6）趸售电价的存量电价为每千瓦时 0.3735 元，增量电价



为每千瓦时 0.4382 元。其他趸售电价相关规定仍按陕价商发

【2014】1 号文件执行，趸售电价在现行标准上提高每千瓦时

0.58 分。

（7）居民阶梯年用电量标准：第一档电量为 2160 千瓦时（每

月 180 千瓦时×12 个月）；第二档电量为 2161--4200 千瓦时（每

月 350 千瓦时×12 个月）；第三档电量为 4201 千瓦时及以上。

对已明确规定执行居民生活电价的非居民客户（如学校、社会福

利场所等），暂不执行居民阶梯电价，用电价格每千瓦时提高1.26

分钱。

（8）《高可靠性供电费用及临时接电费用收取标准》（陕

价管发[2004]30 号文件）

6、供电服务承诺及投诉电话公告情况

（1）供电服务承诺：《供电监管办法》、《三公调度“十

项措施”》、《供电服务“十项承诺”》、《员工服务“十

个不准”》。

（2）投诉电话：95598 电力服务热线、12398 电力监管

投诉电话。

三、依申请公开信息情况

2017 年国网安康供电公司未收到用电客户要求公开有

关信息的申请。

四、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工作待改进情况

2016 年安康公司严格执行《供电服务监管办法》，供电



质量不断提高，供电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供电市场行为进一

步规范，下一步工作待改进计划如下：

1、认真履行职责，不断提高办理用电业务效率。努力保障

连续供电，结合互联网+模式，加快推进停、限电公告或通知智

能化服务和精准服务。

2、积极履行紧急供电义务，快速响应客户故障报修服务。

3、畅通客户服务渠道，及时处理客户投诉，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

4、适应电力体制改革，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宣传国家电网

公司服务举措，主动服务好售电公司和市场交易客户。

5、认真执行国家电价政策，依法依规开展营业收费。

6、依法披露供电信息，满足客户用电需求。

五、企业下一步信息公开和供电服务工作开展计划

1、加强电网规划建设。深入开展全球能源互联网“四进”

活动，落实电网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滚动修编“十三五”电网规

划，确保园区电网规划全覆盖。积极推进 750 千伏电网工程前期

工作，完成 110 千伏主网架科学布点、35 千伏配电网辐射渗透、

10 千伏实现“手拉手”供电网络格局，为推进企业发展、服务

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2、积极服务新能源发展。根据安康市“十三五”新能源规

划，完善电网结构，保障新能源及时接入。加强建设满足新能源、

分布式电源和电动汽车等多元化负荷灵活接入、高效消纳的智能



电网。坚持“三公”调度，确保小水电安全有序上网。

3、深化“互联网+”营销服务。积极推广新媒体服务，“掌

上电力”“电 e 宝”等新媒体客户数突破 70 万，线上办电渠

道和业扩移动作业应用实现全覆盖，业扩报装线上办理率达

到 90%以上。积极推广农行、邮政、全民付、光大银行、支

付宝、掌上电力 APP、微信缴费、自助缴费设备（含刷卡）、

电 e宝 APP、电信翼支付等收费方式，进一步拓宽交费渠道，

方便群众交费。结合营配调贯通深化应用，实现停电信息的

自动准确生成，依托“互联网+”服务渠道和短信平台，实

现停电信息自动精准推送。

4、强化内部协同，创新服务格局。打造“以市场为导向、

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全员一体化“大服务”新格局。

整合调度、运检、营销等各专业力量，提升配网调度、应急抢修、

客户服务的专业能力，完善平台建设和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内部

协同优势，联动解决供电服务事件，全面提升服务响应效率。强

化“电保姆”服务意识，建立大客户经理、台区客户经理制，落

实高低压客户服务责任，强化供电服务的主动性和实效性，提升

服务效率和客户感知。

5、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服务理念。加强干部员工队伍的市

场意识、优质服务意识宣传教育，深化“你用电 我用心”服务

理念。加大对“三个十条”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常态开展

行风和优质服务飞行检查，加大违纪违规行为查处力度，确保行



风建设在全市服务行业民主评议中保持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