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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一拨拨游客走进
“中国最美乡村”婺源，远远望去，
青山绿水间镶嵌着粉墙黛瓦，玉带
绕村的星江河清澈柔美，矗立山间
的电杆与银线将村庄紧紧相连，接
通千家万户。

这是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主
动贯彻融入省委、省政府各项战略
部署，将“用心服务”理念贯穿工作
始末，以“强电网”助力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江西的一个缩影。

为了提升供电服务，国网江西
电力频频出招。其中，组建供电服
务指挥中心和园区设立供电服务
机构两项经验，为电力行业提供了
一个可资借鉴的“江西样本”，正在
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全面推广。

响应更快速、服务更主
动，供电服务指挥中心打通服
务供电客户的“最后一公里”

正值迎峰度夏，赣州云山10千
伏云黄一线钓鱼台 03号公变发生
故障，负荷突然下降 60%！抢修班
副班长刘文科根据指挥中心安排，
迅速到达现场，发现跌落式保险烧
毁，并立即进行更换。刘文科说：

“兵贵神速，我们‘提前行动’，在客
户未感知停电前已赶到现场或解
决停电问题。”

快速响应的背后是供电服务
指挥中心的强力支撑。

2015年初，时任国网江西省电
力公司总经理，现任国网江西电力董
事长、党组书记于金镒亲自部署，提
出“管生产就要管服务”的理念，在市

县公司创新组建供电服务指挥中心，
即将分布在不同专业的远程工作站、
配网抢修指挥班、配网调控班三个班
组人员捏合在一起，集中办公，实施
7×24小时全天候值班，一个崭新的
供电服务模式初步形成——

对外，汇总接收来自95598、市政
热线等各类客户诉求，发布诉求处理
的相关信息；对内，从客户角度出发，
对影响客户体验的事件开展监测预
警、统一指挥、协调督办、评价考核，变

“分散式服务”为“一站式服务”。该中
心成为服务用电客户的综合平台。

以往，由于信息化滞后，停电
故障往往要等客户打了95598报修
电话后，再派出抢修人员处理。现
在有了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统一
研判和数据贯通共享一体化信息
平台的支撑，在客户尚未感知到停
电前，供电公司便能早一步监测
到，不待客户报修便提早派出抢修
工单、组织处理，从而为缩短抢修
时长赢得先机。

“上医治未病。”更为可喜的是，
当电网出现重过载等风险、还没有造
成停电前，供电公司便能通过监测派
出主动预警工单，提前组织消缺，将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并对电网薄弱
环节进行精准改造，从而真正做到少
停电、不停电。变“被动抢修”为“主
动运维、主动服务”，这正是供电服务
指挥中心的管理真谛所在。目前，国
网江西电力已累计发出主动抢修、主
动预警工单20余万张。

两年多来，国网江西电力实施
“日管控、周分析、月通报考核”的
监督管控机制，有力促进了配网运

行指标和服务质量的稳步提升。
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故障修复
时长同比缩短 23.1%，配电线路故
障停运率同比下降53.3%。设备健
康水平和抢修效率的提高也降低
了服务风险，减少了客户投诉。
2015年、2016年江西电力客户投诉
总量连续两年下降 33%，今年上半
年投诉总量再度下降 46%，江西供
电服务质量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2017年 2月，国家电网公司董
事长、党组书记舒印彪赴南昌供电
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调研；4月，
国家电网公司召开的 2017年第二
季度工作会议上，舒印彪要求加快
供电服务指挥平台建设。近两年
来，国网天津公司、南网广东公司
等 92批 1159人次先后到国网江西
电力调研学习交流。该模式正在
国家电网公司辖区内逐步推广，打
通服务供客户的“最后一公里”。

窗口入园、服务贴身，
117家工业园区均设立供电
服务中心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江西
产业经济“十百千亿工程”工业园
区，现有注册企业1000多家。在园
区设立供电服务机构的同时，国网
宜春供电公司创新建立了园区客
户大数据综合管理台账，运用大数
据分析成果，为企业安全用电、降
低用电成本等提供科学指导。

今年 4月，园区供电服务中心
班长彭宇流发现广东兴发铝业(江
西)有限公司按需量计算月度基本

电费不经济。上门走访、现场了解
企业生产实际情况后，他和同事建
议该企业按容量计收基本电费更
划算。企业欣然接受，当天就到营
业窗口办理了基本电费变更手续，
当月为企业节省电费开支 97500
元。此举赢得了兴发铝业和经开
区管委会的高度评价。兴发铝业
负责人每当说起这件事，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他们是实实在在从专
业的角度为我们企业降成本、增效
益，我们非常感激！”据统计，今年
1-7月，通过大数据指导，经开区企
业降低用电成本共计50.25万元。

帮企业省钱，这样的“傻事”在
全省上百个工业园区不断在上演
着。而今，我省 117家省级及以上
工业园区（经开区）均设立供电服
务机构，不仅承接区内企业所有供
电业务，而且对区内企业开展安全
用电检查、用电培训等增值服务，
开创了政府、供电企业和客户“三
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
中，国网江西电力系统各单位讲政
治、顾大局，坚决落实输配电价改革
等要求。按照2017年全年用电量测
算，国网江西电力今年预计可为全省
企业降低用电成本19.9亿元，相当于
全省企业每度电减负2.69分。目前，
我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在周边省
份中处于最低水平，大工业用电价格
在周边省份中处于下游水平。

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固然重要，而提升
供电保障能力、为企业提供“保姆
式”供电服务同样至关重要。

国网江西电力以“构建区
域枢纽电网、打造卓越江西电
力”为奋斗目标，在电网建设、
精益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围绕我省区域发展规划和工
业企业项目落地情况，从滚动调整
电网规划、优化电网项目安排、做
好企业用电配套、加强城乡电网改
造、提高办电效率、保障电力可靠
供应等方面出台具体服务举措，省
市县三级供电企业累计出台服务
举措 1680条。截至 8月底，国网江
西电力已与 10个设区市进行了会
谈，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国网江西电力还建立了省、
市、县三级供电公司领导干部挂点
联系园区和企业制度，2016年以来
累计走访工业园区、用电企业6934
家，共收集客户建议 2467条，并逐
一对照开展个性化服务。目前，各
工业园区企业可以在本园区内就
近办理用电业务，各类用电问题得
到快速响应。以优化办电业务流
程为例，企业用电大客户（高压）办
理用电时限平均缩短62个工作日，
一般客户（低压）办理用电时限平
均缩短 5个工作日，不少企业称赞
供电公司为贴身的“电保姆”。

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
意。一系列供电优质服务举措的
落地生根，激发了企业发展正能
量，实现了服务质量跨越式迈进。
国网江西电力将矢志不渝地做好
电力供应保障和优质服务工作，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
美丽幸福江西作出新的贡献。

“用心服务”打造“江西样本”
——国家电网江西省电力公司服务江西发展纪实

彭海燕 刘佳惠子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

9 月 7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毛伟明实地调研省文化中心
项目建设情况，并主持召开会
议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副省长李利
出席会议。

毛伟明指出，加快省文化中
心项目建设是省委、省政府顺应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热
切期待、推进文化惠民的重大举
措，对于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事业进步、增强人民群众文化
获得感、全面提升南昌城市形
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去
年8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进度
符合预期、建安投资可控、生产
安全有序，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毛伟明强调，要按照“两个
明确、三个确保”的总体要求，

依法依规、勇于创新，加快推进
省文化中心项目建设。要明确
项目概算，坚持“必需必要、适
度超前、功能齐全、特色鲜明”
的原则，切实做好省图书馆、省
博物馆、省科技馆陈列布展工
作；要明确建设进度要求，推动
项目主体工程今年底前基本封
顶，2018年上半年底前进入内
部装修阶段，2019年底前整体
基本开馆，其中省图书馆、省博
物馆整体开馆，省科技馆部分
开馆。同时，要围绕“确保质
量”，强化全领域监督，严格项
目施工管理；要围绕“确保安
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要围绕“确保廉洁”，加强过
程审计，努力将项目打造成经
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检验的民
心工程、德政工程。

顺应百姓期盼 打造民心工程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文化中心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张武明、齐美
煜）记者9月8日获悉，今年，省
教育厅通过多种途径完善教师
补充机制，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教师队伍建设。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打
出系列“组合拳”：一是加大“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对赣州市的倾斜力
度。2016年，全省共计划招聘
特岗教师 6500名，分配给赣州
市的招聘计划占 26.97%；二是
支持部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
业生到赣州、吉安、抚州等市中
小学任教。今年，我省共有234
名部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

生，其中有 87名到赣州、吉安、
抚州等市中小学任教；三是积
极实施“定向培养乡村教师计
划”。今年，全省共计划定向培
养农村中小学教师 5501名，其
中 赣 州 、吉 安 、抚 州 等 市 占
35%；四是实施面向社会统一
招聘中小学教师，今年，全省共
计划统一招聘中小学教师9500
名，其中赣州、吉安、抚州等市
占 36%；五是江西师范大学实
施免费师范生培养改革试点。
今年首届免费师范毕业生 306
名，其中按入学前签订的《师范
生免费教育协议书》到赣州、吉
安、抚州等市就业的占39.54%。

我省强化原中央苏区教师队伍建设

9月8日，外交部江西全球推介活动现场，各国驻华使节、
商务参赞和外交官们纷纷品尝江西茶。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外交部江西全球推介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蓝厅”一个多小时的推
介活动，可谓高潮迭起。其
中，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
士的精彩致辞不得不提。原
来，吴百纳大使全程是用中
文致辞。

致辞伊始，当听到吴百纳
的“大家下午好”后，“蓝厅”瞬
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吴百纳大使并没有就此
转换成英语。千余字的发
言过程中，尽管语速较慢，
但吴百纳坚持全程用中文
发言，让在场的中方人员倍
感亲切。

致辞中，吴百纳还隆重宣
布，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将于
今年9月24日起，在江西省举
办英国嘉年华系列活动，届
时，英国驻广州总领馆总领事

将赶赴江西主持活动。同时，
英方还将在抚州市举办中英
外交关系45周年图片展。

女大使的现场宣布，让台
下的听众颇感惊喜，掌声再次
响彻“蓝厅”。

吴百纳给人的惊喜并没
有就此结束。临近致辞结尾
部分，大使高兴地告诉大家，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英国已
向中国公民印发了 65万份签
证，较去年增长了 24%；向中
国学生签发了 8 万余份留学
签证，相比去年增长了 17%。
如今，中国拥有英方规模最
大的签证服务中心。吴百纳
表示，中国公民赴英的签证
成功率已达到96%，英国对中
国到英国参观、学习的人数
将不设上限。

为中文致辞女大使点赞
本报记者 卞 晔

在外交部蓝厅，Sushil 可
以说是最引人关注的一位嘉
宾：他是自己坐着轮椅前来参
加外交部江西全球推介活动
的。Sushil也是最认真的一位
嘉宾：在每项展示面前，他总
是一字一句读着英文说明。

Sushil是尼泊尔驻华公使，
是仅次于大使的第二号人物。
记者问他对江西印象如何？有
着典型南亚面孔的Sushil表情
生动地说，“我感到印象深刻。
Jiangxi is beautiful，I like it。”
曾经在尼泊尔驻美国和孟加拉
大使馆工作的经历，让 Sushil
英文流利。

“我对江西的山水风光印
象最深刻，同样我也高兴地看
到江西工业上的成就和一些
重大的工程项目建设。”“我还
没有去过江西，很想去看一

看。”Sushil到尼泊尔驻华大使
馆工作才一个半月。

“你是我的好朋友。”没
想到，Sushil 也能讲简单的汉
语。记者也同样认真地回应
他一句“你是我的好朋友。”
引得 Sushil 哈哈大笑。笑完
后，他很认真地告诉记者：中
国与尼泊尔是“好朋友”，两
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尼泊
尔与江西也是“好朋友”。他
说，尼泊尔是旅游胜地，特别
是高原地貌吸引了全球很多
登山爱好者；江西也是旅游
大省，风光秀丽、游客众多。
释迦牟尼出生在尼泊尔，江
西也是佛教传播的重地。“我
们之间人文交往历史悠久，有
着很多的相同点。”Sushil兴奋
地再次用汉语说，“你是我的
好朋友。”

“你是我的好朋友”
本报记者 李冬明

绿色代表生机，蓝色寓意开放，当“江
西绿”与“外交蓝”邂逅相逢，绽放的是华美
璀璨。

9月8日，翘首以盼的外交部江西全球推
介活动在外交部蓝厅举行。这是外交部举
办的第十场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十全十美，
是大家的共同期待、共同的努力方向。

蓝厅，外交部新闻发布厅，一座沟通的
桥梁、一个交流的平台、一面不断折射中国
改革开放进程的镜子。9月 8日，这里是江
西的舞台，而观众，则是 500多名来自各国
的驻华使节、主要国际组织驻华代表、跨国
公司负责人、境外商协会代表和媒体人
士。红色、绿色、古色的江西，开放、创新、
奋发的江西，第一次以主演的身份，璀璨在
这多元、立体的世界聚光灯下。

“这次全球推介活动的主题是，‘开放的
中国：美丽江西秀天下’。这个主题的关键词

‘秀’，与英文单词‘show’同音，目的是向世
界展示美丽江西，让美丽江西更好地走向世
界。”省委书记鹿心社在致辞中开门见山地向
国际友人们阐述了活动的意义所在。

魅力江西
江西色彩，是嘉宾们来到活动现场的

最初体验。
走进外交部南楼，乘扶梯而上至三楼，

扑面而来的是大幅鄱阳湖候鸟图的迎宾
墙。江西，如同图案中浩渺的鄱阳湖一样
敞开胸怀迎接天下宾朋，辅之一侧动态的
景德镇青花瓷盘水墨擦画，告诉四方宾朋：
世界认识中国从 china开始，世界认识 china
从江西开始。

绿水青山与青花瓷的色彩转换之间，
勾勒出最江西、最世界的江西写意，刚去过
江西的巴基斯坦《黎明新闻》记者 RAZA
KHAN 竖起了大拇指：“这就是江西，独一
无二的江西。”

“江西，你是否想象过，她有怎样的美
丽。”伴随着《江西是个好地方》熟悉活泼的
旋律，暖场片中，村庄、高速公路分别点缀
与穿梭于绿色之中，让人处处感觉到这是
一片绿色的家园。

上 任 还 不 到 一 周 的 荷 兰 驻 华 大 使
Everardus Kronenburg 深深为江西的绿着
迷。推介会前，他痴迷地盯着大屏幕，看着
暖场片里的山山水水。“很早就从新闻中得
知江西这个省份，今天能来参加江西的推
介活动很荣幸，尤其是那张大觉山的照片
很美，我很喜欢江西布满森林的山川。希
望今后有机会能在江西的山水间骑行。”

“我去过三清山，她的秀美让人惊叹。”
孟加拉国驻华大使卡里姆对江西的山川美
景印象深刻，得知江西有着“庐山天下悠、
三清天下秀、龙虎天下绝”的美誉后，卡里
姆大使也燃起了再次踏足江西品味更多大
山大湖美景的愿望。

厚重江西
“江西，你是否想象过，它有怎样的荣

耀。”红色，是秀美江西最厚重的底色。如
今，优良的革命传统正激励着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接续奋斗。近年来，井冈山在全国

率先脱贫，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5 年脱贫 51
万人，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
人口脱贫。这样的成就令《黎明新闻》记者
RAZA KHAN 感同身受：“我上个月还去
过神山村，真的能从当地群众的笑容中感
受到奔向小康的喜悦。”RAZA KHAN 热
情地与记者分享他在神山村访问时的照
片，他不忘告诉记者，吉安的狗牯脑茶是他
上次江西之旅收获的最爱。

江西的茶和瓷，不仅俘获了外国记者
的心，也吸引着国外使节。

品茶，看陶瓷制作，观中药材切片表
演……透过一个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西的古色魅力逐渐展露在世界面前。推
介会前，外交部长王毅邀请驻华使节在厅
外展览区共品江西茶。来自南昌大学的大
学生姚塑，以茶艺志愿者的身份热情地向
驻华外交官们推介江西的“四绿一红”。“味
道很棒！”冰岛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 Sveinn
Kjartan 品完一杯红茶后，对姚塑和志愿者
们的茶艺赞不绝口。

开放江西
在第六部分展览区“人文之美”中，展

板上两位历史上的江西名人——汪大渊和
詹天佑，勾勒出了历史上江西开放悦纳的
基因。

古丝绸之路的航海先驱、有着“东方马
可波罗”之称的汪大渊，比哥伦布航海早
162年。来自婺源的詹天佑，则被誉为“中
国铁路之父”。两位先贤，也已经成为今天

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建设“一带一路”的亮
丽名片，也映射出新时期下，江西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内陆双向开放新高
地的深厚底气。

与英国的交流与合作，堪称江西深度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中英关系已经迈
入黄金时代，而与江西的合作也印证了黄金
时代的到来。”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士用中
国传统容器——鼎的三足，比喻新时期国与
国外交关系的三大支点：政府关系、商务关系
和人文关系。“在过去两年里，英国与江西在
地方政府、商务和人文的三足关系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吴百纳表示，双方在商业上的合
作不断拓展，包括在景德镇共同打造国际交
易中心；人文合作也通过一系列活动不断加
深，比如在抚州举行的共同纪念莎士比亚、汤
显祖、塞万提斯系列活动，拉近了双方的距
离。双方还不断加深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景
德镇政府代表团访问英国城市，双方共同探
讨了在陶瓷业的合作。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虽然英国在丝
绸之路的另一端，但中英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合作，必定能为双方和沿线各国带来安
定和繁荣。”推介会上，吴百纳宣布，英国驻
广州总领事馆将于今年9月24日起，在江西
举办英国嘉年华系列活动，并将在抚州市举
办中英外交关系45周年图片展。

活力江西
前来参加江西全球推介活动的外宾，

并不止外国驻华大使，上百名国际机构驻

华代表和世界 500强公司驻华机构负责人
也应邀出席。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大中华区动物
保健负责人郎世峰，对于前来参加此次推
介活动兴致满满。他告诉记者，公司当前
在南昌就有一个项目，当地良好的经营环
境让他对此次江西推介充满兴趣。“江西在
创新这方面做得不错，想法明确，有长期发
展的眼光，这对南昌来说是一件好事。相
信南昌会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发展得越来
越好，同时我也看好江西的发展前景。”郎
世峰说。

江西的活力，来源于包括外商在内的
企业投资江西的亲身实践，也来源于外国
记者的亲身感受。

马尔代夫 Avas Online 记者 Aminath
Ibrahim，也于上个月随团到访江西。在“活
力之美”展览区，Aminath Ibrahim在一张现
代大棚农业基地的照片处停了下来，和不
少外国记者有点不同，她对江西的现代农
业颇感兴趣。

“我在江西访问时，也到过一个和这差
不多的大棚里参观，各种现代化的养护设
施一应俱全，江西现代农业的专业性让我
印象深刻。”Aminath Ibrahim告诉记者，从
江西农业发展的快速步伐能够看出来，这
的确是一片充满发展活力的土地。

最江西，醉世界，一幅美丽的江西画卷
徐徐铺展在世界面前，一座连通世界、共促
发展的桥梁更加宽广，我们期待开放江西
的下一个春天。

最江西 醉世界
——外交部江西全球推介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刘 勇 卞 晔 李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