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月3日， 怀化高新区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一派繁忙景象。 吴湘怀 摄

� � � � 2月1日，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 ，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标准厂房、仓库等一批项目正在加
紧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2月7日上午， 记者来到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一探火热的建设场面。

尽管接近年关，这里仍然是一片
忙碌，丝毫没有放假停歇的迹象。

“今年春节只能在工地上过了。”在
黄花综保区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施工工地上， 工人正在紧锣密鼓施工。
钢筋工陈铁福一边绑扎钢筋，一边告诉
记者， 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2018
年底前必须交付使用， 工期要赶进度，
春节不能放假，但节日加班补贴不少。

记者在工地采访时，黄花综保区
房建项目工程监理总监喻青桥正在
为供电问题发愁。

“一、二期厂房和仓库，用电早已
是满负荷运行了。”喻青桥介绍，按当
初设计的供电方案分梯次供电，可确
保用电无忧， 现在入住企业太多，就
得重新调整。

“招商形势太好了！”行走在黄花
综保区，喻青桥指着一、二、三期厂房

和仓库告诉记者， 这些地方已全部
“满员”， 四期11万平方米的仓储工
程，还未动工便已被企业提前预订。

黄花综保区建设速度之快， 的确
令人惊叹。2016年9月29日全面动工建
设，2017年6月25日便封关运行。目前，
黄花综保区内注册企业130多家，在谈
项目100多个， 已逐步形成保税加工、
保税贸易、保税服务等产业。

从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施工
工地西行100米，便到了寓意“开放崛
起”的机翼形进出口货物通关卡口。

记者看到，通关的车辆并不多。
黄花综保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综合组组长唐建辉对记者呵呵一
笑：“你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哦，
这里线上通关可是货流涌动啊！ ”

唐建辉介绍，2017年黄花综保区
完成进出口报关货值11.9亿美元，进出
口额达7.69亿美元。 黄花综保区跨境电
商监管中心依托互联网和电子设备，建
设了一体化的关检联合查验区，两条国
内最先进的查验分拣线日通关过机能

力达6万票；只要
通过关检部门查
验， 跨境商品在
黄花综保区可以
“秒”通关。

在黄花综保区海关窗口，记者看
到， 报关手续网上核对，1秒钟完成；
过关货物电子扫描，十分快捷，一箱
洋酒报关、过关总用时3秒钟。

借助临空优势和方便快捷的过
关通道，黄花综保区已成为我省开放
崛起的新高地和湘品出境、名品入湘
的重要平台。

长沙至胡志明定期国际全货机
航线首飞以来， 累计进口货物80吨，
出口货物30吨；

跨境电商监管中心直购模式场站已
与海关、 国检完成对接，2018年1月26日
首批出口墨尔本的货物成功通关……

站在黄花综保区综合大楼顶层向
远处眺望， 一条连接机场的快速通道
已经竣工，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正在
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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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项目建设正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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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大地
三湘为何用电无忧

———看国网湖南电力有限公司如何保障全省电力供应

黄巍 赵志高
吴湘怀

2月3日，
太阳起得格外
早。 早上8时

多，在暖阳照耀下，怀化高新区金升阳
项目建设现场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

联网对讲机里， 不时传来现场施
工负责人谷红旗的声音。

谷红旗戴着安全帽， 在工地巡视。
“这两栋厂房要在2月8日封顶， 春节后
进行外墙与内部装修。 ”谷红旗说，从钢
架、横梁到钢筋间距等，施工要求都很
高，不能有半点马虎。

天气虽冷， 但绑扎钢筋的工人师傅
夏国亮额头上沁出了细汗。“工期很紧，
现在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 ”夏师傅说，

争取小年夜前收工回家，跟家人团聚。
金升阳(怀化)科技有限公司将在

怀化高新区建成一个占地200亩的科
技园，计划总投资5亿元，分5期建设。项
目一期于2015年建成投产， 二期于
2017年下半年建成投产， 已逐渐形成
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现代化科技园。

“为更好地推进项目建设，我们把
指挥部‘搬’到了工地。 ”在工地指挥
部， 公司总经理尹小丽说：“现在每天
有20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 ”

建设中的金升阳(怀化)科技园三
期项目， 主要是新建3号、4号厂房，计
55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
米，预计今年7月可进行试生产。

尹小丽告诉记者，项目三期主要
是扩大AC-DC电源模块生产。 项目
达产后， 可年产电源模块4000万个
以上。

在已建成的厂房内， 也一派繁
忙。“电子模块主要用于轨道交通、汽
车、医疗器械等领域，除供应国内企业
外，还远销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春
节将至，订单多了，大家干劲十足。 ”总
经理助理王琛介绍， 目前公司有员工
1300余人，2017年纳税1250余万元。

“我每月工资在3500元以上，五
险一金一样不少，公司还包食宿。 在
家门口打工，下班还能回家照顾老人
小孩，过年过节还有假期。 ”流水线上
的工人杨燕说。

尹小丽说，在怀化打造一个真正
的电子制造基地，是金升阳董事长尹
向阳的梦想。争取在2022年前，公司5
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这样，将在怀
化高新区形成一个电子制造基地，届
时公司员工将达到5000人， 年产值
超过7亿元、税收超过1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李萍

2月7日，艳阳高照，近一周气温连日走高，全省用电负荷恢复平
稳。

而就在此前，一场横扫三湘大地的雨雪冰冻天气，使湖南电网
1051条输配电线路覆冰，恶劣程度仅次于2008年冰灾。

1月24日起，猛烈寒潮入湘，湖南大地银装素裹。在冻
雨、强降雪、低温侵袭下，全省日用电最大负荷超过2800万
千瓦，创下历史新高，全省电力硬缺口高达500万千瓦。
面对两大压力“夹击”，湖南人不由回忆起2008年初
的冰冻灾害。

10年过去了， 湖南电网在新一轮雨雪冰
冻考验中完全呈现了一番新的面貌。

“电网运行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倒
杆断电现象，居民和工商业用电均
得到有力保障。”2月7日，国网湖
南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湖南电
网在此次冰雪中已成为用户
信赖的“坚强电网”。

未雨绸缪———
9天洽谈百余次“抢足”外电

“气温下降1摄氏度，湖南电
网负荷就升高约100万千瓦。”国
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副主任刘永
刚拿出记录资料：自1月24日始，
湖南电网用电负荷快速攀升，26
日最大负荷达2844万千瓦，创历
史新高。

根据我省发电装机容量计
算，火电最大电力1500多万千瓦，
水电最大电力700万千瓦， 抽水
蓄能电厂最大电力约100万千
瓦。 全省电力硬缺口约500万千
瓦！

填补缺口必须向外购电。
而此时，湖南周边省份同样

遭遇雨雪冰冻，供电紧张，纷纷
抢购外电，西部电力大省电力已
供不应求。

“先发制人。”湖南电力交易
中心总经理李湘旗介绍，2017
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来水偏枯和
经济增长等原因，湖南用电需求
快速增长，尤其是12月入冬后用
电负荷大幅攀升。国网湖南电力
有限公司相关部门研判2018年
1月湖南将面临电力供应紧张局
面。

2017年12月初，李湘旗即率
队开始洽谈外购电事宜，“先于
周边省份向西北购电。”

“1月初，我省迎来新年第一
轮寒潮， 日最大用电负荷突破
2700万千瓦，我们意识到，外购
电还远远不够。”李湘旗又带队开
始了密集洽谈，通过月度交易、短
期交易、现货交易等多种方式，协
调甘肃、 宁夏、 新疆等其他省电
量，尽全力优先向湖南供电，“1月
2日至10日，洽谈了100多次。”

在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
电网的大力支持下， 国网公司为
湖南购电组织了3次挂牌电力市
场交易、5次专项短期电力市场交
易,�实现了祁韶直流、鄂湘联络线
满负荷运行， 最大限度增加了湖
南电力供应能力。1月25日， 祁韶
直流和鄂湘联络线高峰电力之和
达到最高控制功率， 外省送湘电
力510万千瓦，全天祁韶直流和鄂
湘联络线电量近1亿千瓦时，外电
入湘电力和电量均创历史新高，
成为此轮雨雪冰冻天气中我省第
二大电源， 有效缓解了湖南电网
供电紧张局面， 保障了全省20%
用户的用电需求。 同时促进了西
北清洁能源消纳，实现双赢。

降服冰灾———
事前预测、事中监测、
融冰处置三招齐上

“我们提前7天预测出覆冰的
线路和区域。”国网湖南防灾减灾
中心主任陆佳政告诉记者。

痛定思痛，2008年以来，国
网湖南电力开展了大量的电网冰
冻灾害预防相关工作。

攻克线路冰雪辨识与厚度计
算方法， 提出电网覆冰典型微地
形精细化预测模型， 据此研制出
国际首套电网覆冰数值预测系
统。电网覆冰可提前1个月长期预
测，中短期预报则分别提前7天和
3天，3天预测准确率达98%。

在此轮雨雪冰冻中， 国网湖
南电力成功预测1月24日至25日
重点覆冰地区为湘中以北地区，1
月26日至28日重点覆冰地区为湘
中以南地区， 并准确测算出各地
覆冰情况。这为电网采取融冰、除
冰等应急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1月24日起，“冰” 封三湘大
地， 湖南电网输电线路覆冰自动
监测系统全部启动。 这套由国网
湖南防灾减灾中心自主研发的监
测装置，能消除水、雾等对图像采
集的干扰，识别导线覆冰厚度，误
差小于10%，精度达1毫米，能确
保及时收集现场温度、 湿度、风
速、风向、导线应力等数据和覆冰
图像， 为预警、 融冰提供决策支
撑。

据统计， 这一轮寒潮使得湖
南电力1051条输配电线路不同程
度覆冰，其中最大覆冰达36毫米。

国网湖南防灾减灾中心自主
研制涵盖不同电压等级的主网移
动式、固定式直流融冰装置，带电
热力除冰装置及农配网便携式融
冰装置， 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数
千安培电流输送到线路， 电线变
成巨大的‘热得快’，迅速融化表
面覆冰。”陆佳政打了个比喻。

截至1月24日至31日，短短8
天， 湖南电网主网累计开展了96
条次线路融冰， 在冰情最为严重
的1月28日， 累计直流融冰33条
次。通过高效融冰，电网实现了有

“冰”无“灾”，运行安全。
事前预测、事中监测、融冰处

置三招齐上，高科技成果的应用，
为湖南电网防灾抗灾提供了关键
保障。

两个“战场”———
确保抗冰保电全面胜利
“线路覆冰8.02mm。”1月27日

深夜，零下9摄氏度，益阳供电公司
运检员陈刚和谢卫东， 又一次在
风雪中完成湘北输电主动脉
220kV民洢线巡检后， 返回简陋
的值守哨所。 为确保民洢线安全
运行，沿线路每隔40公里，就设立
值守哨所监测线路覆冰情况，与
自动监测系统形成互补。

益阳供电公司全体运检员24
小时值守， 每间隔1小时进行一次
巡检。

这是陈刚和谢卫东巡检的第
四天。

1月 28日 8时， 民洢线覆冰
11mm，发出融冰申请。

在国网湖南电力调度大厅，收
到申请调控值班长李启旺说：“必
须进行严密计算， 开展事故预想，
才能保证融冰安全和用户用电不
受影响。”

不多时， 又有4条220千伏线
路、1条500千伏线路融冰申请陆
续发来。

一时间，申请、汇报、测算、协
调、接令、下令应接不暇。

到28日下午4时，李启旺共打
出、接听了107个电话，进行200
多次操作，对6条高压线路完成融
冰。“交完班， 我才发现整整9个
小时没时间喝一口水。”

抗击雨雪冰冻期间，国网湖
南电力累计组织29767人、6378
台车辆， 奋战在抗冰保电最前
沿。他们踏雪卧冰，及时掌握电
网覆冰情况， 加强对重点线路、
重要设备、 重要客户输变电设施
的巡检， 第一时间应急抢险修复
冰毁线路……

在“幕后”，还有大批电力人
密切联系气象部门， 跟踪天气变
化趋势，精准预测用电负荷变化，
科学安排电网运行以实现电力电
量平衡……

“内外两个‘战场’默契配合，
保障了湖南电网的稳定运行和全
省电力供应， 实现了此次全省抗冰
保电的全面胜
利。”国网湖南电
力调控中心副主
任刘永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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