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接力显本色
优质服务无止境，志愿服务无尽头。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郑州水灾，处处都有常州供电人的身影，他们用

自己的责任与担当，传承和发扬“三头精神”，以“接受任务不摇头、遇到困难不低头、完不成任务不回头”的工
作干劲，全心全意为人民，展示了常州供电人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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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赋予““三头精神三头精神””新时代内涵新时代内涵
筑牢筑牢““听党指挥听党指挥、、忠诚使命忠诚使命””的政治底色的政治底色

国网常州供电公司的“三头精神”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由线路工人敢打敢拼的精神作风提炼归纳而成。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应对挑战，克服重重困难，
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役”，为常州的电力事业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今年10月14日，常州供电发布了“三头精神”新时代内涵——苦干实干带头干、先行先试勇争先、同心同向同奋进、全心全意为人民。如今，常州供电人正以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全心
全意护佑光明的实际行动，时刻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常州、美丽江苏、美丽中国赋能。

大庆油田出了个全国劳模王进喜，被称做“王铁
人”，闻名全国。“我们带电作业班老班长李锡章，被线
路兄弟们称为‘李铁人’。”李锡章的徒弟张国富说。

1973年秋，常州市“上天入地”重点工程——上黄
煤矿建设如火如荼，要挖煤，没有电不行，35千伏上黄
煤矿变电所急需供电，负责35千伏进线施工的带电作
业班却遇到了大麻烦。原来，上黄煤矿变电所建在一
片流沙土上，进线电杆必须准确插到2米多深的硬质
土基础上。可这流沙土壤挖着挖着，地下出现渗水，洞
壁开始往下塌方，洞口越挖越大，水越渗越多，电杆基
础始终达不到规程要求的深度，急得现场施工人员直
跺脚。

那时，外线作业有个习惯，不完工不吃饭。刚成立
不久的带电作业班，遇到这样棘手的难题，确实有点束
手无策。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伙的肚子都咕噜噜地
抗议起来，可电杆还是无法入地。面对一团烂泥塘，大
家的眼光一起投向了班长李锡章。他皱着眉头深思
后，朝着班里的“爆破专家”郭希大一挥手：“爆破！”郭
希大心领神会，立即跑到车上，取来了炸药包和起爆装
置。李锡章向大家详细交代了安全注意事项和施工的
各个步骤要求后，连问三遍：“都清楚了没有？”大家齐
声回答：“清楚了！”

话音刚落，“噗通”一声，李锡章一个纵身跳进了泥
塘，烂泥浆水一下子没到了他的胸口，张国富不由得喊
了起来：“师父、师父！你怎么亲自下去了呢？”李锡章
提高了嗓门说：“快！把炸药包递给我！”只见他将土炸
药包高高举过头顶，使劲地往洞底里一砸，转身就向洞
边爬。大伙迅速地把他从泥水里拖了上来。顾不得浑
身上下的泥浆水，李锡章大声说：“快快快！大家隐蔽
起来！”就在此时，郭希大按下了爆破按钮，只听得“砰”
的一声闷响，洞底被炸到了规定的深度。李锡章立刻
吹起了哨子，大伙听到哨子声，立马推起盘龙，在他的
指挥下，电杆稳稳地落在了杆洞中央。从此，李锡章的

“李铁人”绰号在大伙儿口中传开了。
正因有了像李锡章这样的“干将”，常州电力演绎

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记录着
电力工业的重大事件和鲜活身影。为解决电力供需平
衡问题，服务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常州电力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无论是电力电源、电力装备，还是电网发展，
都瞄准一流，持续推进配网标准化建设，电网调控实现
跨越发展，全市的电网建设步入大规模建设的快车道，
节能环保水平日益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初具雏形，有效
提高了电网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电网建设成为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截至目前，我市建成国网首座220千伏智慧变电
站滆湖变，打造“本质安全、运检高效”的智慧变电站样
板；配电自动化实现了全市100%覆盖，全自动馈线自
动化线路占比超过50%，全面落实配网“分级”保护改
造启用，供电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社会
用电需求急剧增长，“用电难”成为当
时亟需解决的问题。1995年12月
25日，一个全省首家、国内功能最全
的供电服务窗口——常州供电局用
电服务中心投入运营，正式拉开了常
州供电优质服务体制改革的序幕。

突破“多口对外”。1994年夏
天，北环新村居民王军花9000元买
了一台空调，谁知空调一开，单元楼
里的电表过载，闹起了“罢工”。无
奈之下，王军只得跑到供电部门申
请另装电表。尽管供电部门已开放
了“一户一表”安装业务，但从申请、
查勘、交费、接电到安上电表，涉及
多部门之间的流转协作。等王军家
电表装好时，已是秋天了。

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如何解决
“接电难”？常州供电高层领导研究
并决定：从“多口对外”上求突破，从
体制上求变，突破原有管理模式，建
立“业务序列”工作模式，执行“一个
窗口、一次就能办成”的原则，减少
用户来回奔波。同时，取消原有的
封闭服务柜台，设置了70厘米高的
办公长桌，让客户可以坐着办理业
务，享受面对面、敞开式的服务。营
业大厅中央还设立了承询台，随时

解答用户的咨询与问题。
据了解，用电服务中心还下设了

承询稽查组、营业管理组、查勘组、抢
修组和装表接电组，对内进行业务归
口管理，对外承接所有用电业务。其
中，承询稽查组是服务中心的龙头，开
通服务热线8112222，并实行24小时
咨询报修服务；负责对电力用户业扩
工程进行全过程的协调、督办和考核，
并有权对业务序列中的任何部门和人
员进行稽查。原国网常州供电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主任詹宏回忆说：“这绿、
棕、红、黑四种工作联系单。32开大
小，看上去不起眼，却是监督制约机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业务主办’人员
检查督办所有工作进程的四道‘金
牌’。”绿色的是正常工作联系单，收到
棕色提示督办单的部门，就要加紧处
理工作了。收到红色稽查警告单的，
意味着务必立即落实办理。否则，将
会收到黑色提请处理单，收到这张单
子的将会被列入经济责任制考核，办
事拖拉严重的甚至要调离岗位。

新体制有新成效。实施“新政”1
年来，常州供电用电服务中心共接受
用户咨询59975次，接待用户32391
人次，受理故障报修3799次，修复率
达100%，平均修复时间为1.77小时；

完成居民照明增容23000多户，完成
大用户业扩工程659户，在承诺期间
内完成率100%，未发现一起违诺现
象。

1996年7月8日，常州供电对全
市做出了12项承诺：居民用户申请安
装“一户一表”，在15个工作日内完
成；10千伏业扩增容工程，在5个半
月内完成等。极大地提高了接电、业
扩增容的办事效率。

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电能
的触角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
落，给时代发展插上了明亮而又缤纷
的翅膀。如今，常州全社会年用电量
突破 500 亿千瓦时大关，调度最高用
电负荷突破 900 万千瓦大关，电力客
户数增长至274.6万户。常州供电深
入打造了“常乐电”优质服务品牌工
程，以“可靠电、特快电、惠民电、增值
电、阳光电”承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构建覆盖全面的服务网络，建成“政电
企”互动平台，建设了3个“开门接电”
示范区，并实现市县全覆盖，打造“简
快好省”办电模式；持续推进能源服务
多元化，大力实施能效提升项目，能源
消费更加低碳，建成了全国首个城市
级综合能源管理平台，托起智慧城市
的愿景。

——记常州供电带电作业班老班长李锡章

“李铁人”

——常州供电优质服务体制改革暨用电服务中心创立纪实

“这种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
精神生动阐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大爱精神……向国网江苏电
力苏华共产党员服务队表示诚挚
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2021
年8月3日，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
委员会给苏华共产党员服务队寄
来了一封感谢信。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今
年7月19日起，河南郑州遭受持续
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400余个小
区失电。常州供电公司迅速开展驰
援郑州工作，苏华共产党员服务队
便是其中一支驰援抢修队伍。

接受任务不摇头，抢抓最快速
度。7月22日15时，涵盖继保、电
试、电缆施工、故障测寻等的35名
专业人员，以及相应车辆、物资全
部落实到位，苏华共产党员服务队
火速集结出发。经过10个多小时
的长途跋涉，他们于23日凌晨２点
抵达郑州。

经过短暂休息，他们当天就投
入“战斗”，奔赴第一个任务点——
河南郑州市龙翔嘉苑小区。1个多
小时，抢修人员就把涉水设备摸排
一遍，并制订了抢修方案。在应急
发电机的照明下，他们一边检查渗
水电缆，擦拭、烘干设备，一边开展
电气试验，保障设备具备送电条
件。苏华说：“浸水后的地下配电室
湿度大且温度高达40℃，每个抢修
队员背上都是湿漉漉的，脚下还踩
着污泥。可大家顾不得休息，尽最
大速度高质量完成抢修任务。”

完成了第一个抢修任务，苏华
他们又奔赴下一个抢修点。就这一
天，他们服务队共完成了郑州市龙
翔嘉苑、紫金苑、北大花园3个小区

的抢修，大家拼出了抢修最快速度。
听到小区居民大喊：“来电啦！”苏华他
们心里别提有多开心，历经4天黑暗
的北大花园终于迎来了光明。

遇到困难不低头，攻克最难任
务。7月25日这天，在郑州锦雍西花
园小区，常州供电公司支援郑州抢修
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苏华担任党支
部书记。苏华说：“虽然党支部是临时
组建的，可我们党员身份不临时、作用
不临时。”

锦雍西花园小区电力设备受损比
较严重，需要把4个配电变压器、6个
高压开关柜以及低压开关和电缆全部
换新。临时党支部承接的第一个重
任，就是用50多个小时把设备全部更
新到位，并为小区居民送上电。苏华
说：“按照安装工作标准，这样的工程
约需10天时间。但灾情就是命令、时
间就是生命，我们必须不折不扣把任
务圆满完成。”

经过3天的抽水排水，配电房里
积水消退了，可设备上满是污泥与水
渍，队员们只得脚踩在10厘米厚的淤
泥上，稍不小心就要摔倒，可大家马不
停蹄地对配电房开展清淤、旧设备拆
除、临时电缆敷设、电气试验等工作。
直到7月27日20时18分，历经52个
小时鏖战，锦雍西花园小区终于送电
成功。此时的抢修队成员个个都成了

“泥人”。
完不成任务不回头，坚守最后一

刻。郑州市紫金苑小区低压开关柜等
设备受潮严重，抢修队动用了唯一一
台热风枪烘干设备。热风枪因风口
小、发热大，平均出风温度高达200℃，
极易烤坏设备，必须不停地变换角度、
调整距离吹扫。可是，烘干1台低压负
荷开关，需要7-8分钟时间，抢修人员

举着与电钻差不多重的热风枪来回吹
扫，其手腕既累又酸，更是热得要命。

“换人不换枪，轮流上。”苏华当机立
断，安排4位队员轮流上阵。历经2个
多小时接力，14台低压负荷开关终于
烘干，小区实现顺利通电。

经过 10多天日夜奋战，直至 7
月30日，苏华共产党员服务队以最
快速度为河南郑州4个小区的4千
余户居民恢复供电，圆满完成了抢
修任务。

“人民电业为人民”，常州供电人
始终践行这一企业服务宗旨，在攻克
急难险重任务中勇挑大梁，在为老百
姓解决急事难事中积极作为，让党旗
始终高高飘扬。据了解，常州供电今
年发布了《国网常州供电公司共产党
员服务队“学党史、担使命、办实事、惠
民生”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将“我为群
众办实事”行动落到实处：全面落实对
低保、五保和特困人群每人每月15度
电量减免新政策；搭建智慧助老用电
分析平台，提供用电检查、精准问需等
服务；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实施

“绿色能源、电靓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三大行动等。今年 1 月至今，常州供
电共产党员服务队参与重要保电134
次，抢修抢险332次，志愿帮扶1232人
次。

心向往之，行必能至。今年是“十
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站上新的历史起
点，常州供电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始终坚持“听党指挥、忠诚使命”，以
苦干实干带头干、先行先试勇争先、同
心同向同奋进、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新
时代“三头精神”，积极构建以新能源
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奋力在具有
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
建设中勇争一流、走在前列。

——苏华共产党员服务队援豫纪实

马不停蹄驰援郑州

架网供好电
从上世纪 60 年代常州带电作业开疆拓

土，到1978年宿淮线大会战、1984年抗雪保
电、1986 年丹溧线建设和谏丹线改造等工
程，常州供电人在一没技术、二没设备的情
况下，硬是靠着线路工人的智慧与双手，安
装、建成了当时最高的铁塔、最长的线路。
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接受任务不摇头、遇
到困难不低头、完不成任务不回头”的“三头
精神”应运而生，成为常州供电人拼搏进取、
不负人民的精神写照，筑牢了常州供电“听
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政治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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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锡章参与220千伏丹溧线建设。

1995年12月25日，常州供电局用电服务中心投运。

2021年7月，苏华共产党员服务队援郑。

现代化的常州供电营业服务厅。

常州供电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发展。

常州供电持续推进配网标准化建设。

优质服务促发展
从“供上电”到“供好电”，常州电力始终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采取人性化、亲情化等服务举措，实

现全方位转变，让政府放心、客户满意、社会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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