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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生·热线问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2019年首期迎来市经信局、明星电力公司值守

场内接到投诉 场外立即维修

在网友的提问中，有部分问题都不能现场回

复。对此，明星电力公司总经理向道泉当场表态，所

属部门必须第一时间深入现场展开调查，最迟一周

之内给当事人一个满意的回复。

遂宁新闻网：如果停电对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用

户可以找电力公司索赔吗?

明星电力公司：建议用户关注明星电力 APP，计

划停电、故障停电均会上 APP 上进行公示。线路及

设备在运行中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如雷雨大风、外力

破坏）发生的突发性故障引起的停电，因事发突然，

不能提前通知用户。线路故障跳闸后，明星公司会

及时以短信的方式通知重要用户，也可在明星电力

手机 APP 上查询到详细情况。是否进行赔偿，需要

根据停电产生的原因，结合供电企业和用户签定的

《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进行确定。

遂宁客户端：经开区西宁乡铜鼓山村 2 社村民反

映该处在进行农网改造，但安装的电表特别低，存在

安全隐患。

明星电力公司：农网改造从设计、施工均严格遵

守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技术规范，我们将尽快安排工

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给该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遂宁发布：船山区老池乡望水村 4 社村民反映

自家的核桃树被私自砍伐，咨询下得知属于电力公

司清障，但是村民认为自家的核桃树距离高压线还

有几十米远，而且公司砍伐前也未通知，村民希望相

关部门能给个说法。

明星电力公司：立即将和用户联系，现场核实用

电情况，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和答复。

遂宁党政参考手机报：居民反映河东新区紫竹

路 135 号附近有一个变压器，夜间电流声特别大，噪

音扰民严重。

明星电力公司：国家对变压器允许的噪音有明

确规定，我们的公用变压器在采购和安装时严格遵

守国家规定，将噪声控制在国家的允许范围内。针

对居民反映的情况，我们将尽快安排工作人员到现

场进行核实，给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遂宁日报》记者：2018 年 2 月 5 日，我市印发了《关

于下达 2018 年遂宁市老旧（弃管）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

改造计划》。由于在“公开招投标”环节中走了弯路，使

得原计划于 2018 年 8 月底全面开工的项目迟迟无法开

工。“查讲提”作风整治以后，市经信局强力推进老旧（弃

管）小区供配电设施改造项目，请问最初力争 2 年完成

改造的计划是否受到影响？

明星电力公司：列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弃管）住宅小

区共 242 个，涉及居民 6.1 万户，改造资金预计 1.84 亿元，

由明星公司和市、区两级政府各出一半资金，用户不承

担任何费用。全部改造项目计划 4 年完成，力争在 2020
年底完成。

2018 年的改造项目在前期由于种种原因有点滞后，

目前已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的实施要求完成了政府平台

的勘察设计招标，计划本月底完成勘察设计工作。

从 4 月份开始明星公司将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

初设和概算审查、政府财评、物资、施工和监理招标等工

作，在招标工作完成，具备施工条件后立即开始施工（计

划在 2019 年 9 月开工）。

《遂宁日报》记者：近两年，不断有小区出现变压器损

坏的事情。损坏之后，居民找物业，物业说该电力公司负

责，电力公司又说不在职责范围内。请问到底该谁负责？

明星电力公司：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 47 条，电力

设施维修维护按产权归属确定。明星公司产权的变压

器由明星公司负责维修维护。小区电力设施已移交供

电企业由供电企业维护。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

第十七条第三款：用户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

用户维护管理或委托供电企业管理。

保障电力就是保障民生，由于电力问题与每一位老百姓息息相关，所以关注度非常

高。在昨日的值守热线现场，电力问题的高关注度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请问使用支付宝缴纳电费存不存在限额的问题？”“我更换了电表后，电费猛涨了很

多，希望你们来调查一下。”“我最近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想要更改电力户名，手续怎么办

理？”“请问低保户有没有相关减免电费的政策？”……

在昨日的值守现场，还未到 9 点，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接线大厅里的电话铃声就已此

起彼伏。在短短的 1 个小时里，12345 共接到了 75 个有关电力问题的热线。12345 接线员

按照来电人反映情况所属区域分别接入各个值守嘉宾专线后，市民就与市经信局和明星

电力公司的值守嘉宾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

记者从市热线办了解到，在值守热线活动结束之后，仍然有许多市民打进 12345 反映

电力相关问题，市热线办也将统一转交给电力部门进行相应处理。

市效能监察专员二组组长彭毅：明星电力公司

对每条街道及小区变压器是否有应急抢修预案，接

到报修后，有没有规定必须多久到场进行抢修？

明星电力公司：属供电企业产权的变压器，供

电企业会定期进行巡视、检查和运行维护，并制定专

门的应急抢修方案。接到报修后，供电企业会在 30
分钟内赶到抢修现场。

市效能办、市热线办特邀律师杨欣菱：根据我市

相关规定，电梯产生的电费需电梯的最终用户承担，

但是物业和用户常常就此产生矛盾，请问最终用户

应该如何界定？

明星电力公司：电梯属于居民小区公共设施，物

业公司作为公共部分的运维主体，由物业公司负责

统一交费。

昨（27）日，由市效能办、市热线办、遂宁日报
社联合主办的 2019 年首期“聚焦民生·热线问
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活动举行。

市经信局总经济师杨余、市经信局电力科长
谭引春、明星电力公司总经理向道泉、明星电力公
司副总经理陈华祥、明星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周
世勇、明星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凤琼、
明星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彭晓红、明星电力公
司营销部专责陈程、船山供电公司副经理余慧涌、
安居供电公司经理费智参与值守。

在 1 个小时的值守里，值守嘉宾与来电市民
进行了一对一的互动交流，对市民提出的电价、电
表安装、用电优惠、停电信息等问题作了详细解
答；对需要电力部门调查处理的相关问题，值守嘉
宾当场表态将第一时间严肃调查。

12345今年受理涉及
明星电力公司工单3890件

记者从市热线办了解到，今年以来，

截至 3 月 27 日，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总计

受理涉及明星电力公司工单 3890件，其中

直办 2447 件，直办率 62.90%，交办 1333
件，交办率 34.19%，参阅 110件。按区域来

分，市城区及船山区 1340 件、安居区 1851
件、经开区 560 件、河东新区 139 件。

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故障、拉

闸限电、计划性检修、欠费等停电问题；

变压器烧毁、电表爆裂、电线冒火花等紧急

问题；部分乡镇存在电压低、电压不稳、频

繁停电；农民工进行农网改造后，未得到工

资；安装智能电表及电费高等问题。12345
共计回访明星电力公司工单 782 件，联系

率 91.85%，满意率 82.28%。

“没想到这么快，专业抢修队就到了，

现在供电公司的服务真是又快又好！”3 月

27 日上午，有居民反映河东新区灵隐寺安

置小区变压器“出故障”。接到电话后，河

东配网运营所专业维修人员 8 分钟就赶到

现场进行处置。《遂宁日报》、遂宁新闻网、

遂宁客户端、@在遂宁、@遂宁发布等媒体

记者现场见证了明星电力公司专业抢修队

快速到位、快速检修的画面。

27 日上午 10:57，灵隐寺安置小区居民

王女士拨打明星电力公司热线 962501，反

映小区变压器出现故障。

“喂，你好，请问你反映的变压器故障

是不是在灵隐寺安置小区？”3 分钟后，河东

配网运营所接到明星电力公司调度中心电

话后立即回拨居民王女士电话，确认故障

现场、核实故障情况。

11:08，穿着桔红色工作服的专业维修

人员赶到现场。确认报修故障点，迅速构

置防护围栏、悬挂安全警示标识，拿出专用

工器具进行故障检测……从热线报修到检

修人员现场检查，仅用时 11 分钟。

“2017 年，明星电力公司建成城区‘30
分 钟 抢 修 圈 ’，2018 年 打 造‘20 分 钟 快 修

圈’。”据明星电力公司党建部负责人介绍，

为更好地落实“不限电，少停电，用好电”的

要求，明星电力一方面加快电网投资建设，

大幅提升引电和输配电能力，一方面不断

整合内部配网运维和抢修资源，优化工作

流程，持续提高检修服务质效。市城区市

民 用 电 有 问 题 需 要 解 决 ，只 要 拨 打 热 线

962501，河东、城南、城北 3 个综合配网运维

所和多个抢修支撑点，将在 20 分钟内到达

故障点进行抢修，同时广泛推行“不停电作

业”和深夜时段的“零点检修”，极大地方便

了用户用电需求。

全程网络直播
浏览量达22万余次

网友通过微博、微信参与 3 月 27 日

的值守活动，并提问、讨论，市经信局和

明星电力公司的值守嘉宾也对网友提出

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和回复。

截至 27 日 18 点，相关微博、微信浏

览量已经达到了 22 万余次。评论中，不

少网友针对我市电力各方面工作提出了

相应的问题。对此，各位值守嘉宾都不

予回避，积极正视问题。对网友咨询的

问题，从政策、法规上作了详细解释；对

网友投诉的问题，均表示活动结束后将

立即展开调查。

■本版采写 全媒体记者 谭周胜 郑小艳 余勇君

回顾

见证 专业抢修队服务好 快速抢修保供电

电力问题全民关注 一小时接75个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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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同步建立的整体联动的

组织工作体系，又在遂宁形成了全员推

动海绵城市建设合力。2018 年海绵城市

建设的“遂宁样本”，成功入选全省《改革

试点典型案例集》，在 40 个典型案例中

位列第三。

用“小、巧、省”解决大问题
创造海绵建设遂宁版“四大发明”

雨季，河东新区东平大道。雨水汇

集至道路两旁的转换井，通过横向链接

的导流管流至非机动车道雨水仓，富余

雨水再以溢流方式就近引入位于人行

道、绿化带、公园广场等地的蓄、渗、排一

体化设施中。

这是遂宁在海绵城市改造中的一个

“微创手术”。改造后，东平大道雨水对

径流的污染减少了 70%以上，项目投资

相比“大开大挖”也节约了 70%。

遂宁市坚持因地制宜，将试点区域

分为老城区、新城区及拟建区三种不同

类型，有针对性地打包实施海绵改造和

建设。“老城区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综合

改造；新城区以问题与目标双导向，进行

微创改造；拟建区以目标为导向，进行规

划管控。”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

地制宜的项目推进体系，让海绵建设连

片成效。

在具体项目的实施中，遂宁又将外

聘专家的“洋技术”与本地技术人员的

“ 土 办 法 ”有 机 结 合 。 用“ 小 ”、“ 巧 ”、

“省”办法解决大问题——创造出了雨水

口“微创”改造、海绵“卓筒井”、道路边带

透水、碎石蓄水等“四大发明”。其中，海

绵“卓筒井”、雨水口“微创”改造技术和

道路边带透水技术已获得国家专利并全

面推广。同步形成的独具地方特色的技

术标准体系和人才队伍，也得到业界专

家的广泛认可，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

鉴和示范。

创新筹资方式坚持按效付费
25亿政府投入撬动百亿社会资本

项目推进顺不顺，关键是“钱袋子”

能否保障。如何利用少量的财政投入，

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建设？遂宁实施多元

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启动了海绵城市

建设的 PPP 模式。

建设中，遂宁将规划的 7 大类 346 个

示范项目整合成 10 个工程包，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海绵城市建设。据市海绵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 PPP 模式管控方面，增

加了业主单位对设计方案、投资预算的审

查环节，在确保方案优化、节省投资的基础

上注重材料、设备的选择，确保工程质量；

在 PPP 模式投资回报方面，建立了投资回

报率调整机制，实行弹性费率，实现了政

府与社会资本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截至目前，遂宁通过政府投入 25.864
亿元，撬动社会各类资本 105 亿元投入海

绵城市及其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资

本投入占比 89.3%。其中，PPP 模式吸引

社会资本 69 亿元、业主投入 7.5 亿元、政

府债券投入 2.5 亿元、银行贷款 26 亿元。

此外，遂宁还建立综合考评体系和

按效付费机制。《遂宁市海绵城市建设项

目奖励补助办法》《遂宁市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区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等

方案的先后出台，真正实现了海绵城市

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考核”，有效确保

了海绵城市建设效果。

（全媒体记者 熊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