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年
12月

海南岛连接成统一电网，基
本形成110千伏主网架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海南电网公司
累计完成投资209亿元，新增35千伏及以上
变电设备容量 571万千伏安，新增主配网线
路约2万公里

去年“电网三年提升行动”完成电网投资48
亿元，较年初计划投资增加10亿元，创历史新高

全面完成了 246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
建设与改造，帮助全省 3835个贫困村全部
通上了动力电，实现了电力精准扶贫，约 129
万人直接受益

全省年户均停电时间由2016年的43小
时降至 31.4小时，大幅减少 11.6小时，下降
27%，超额完成原38小时户均停电时间目标

■■■■■ ■■■■■ ■■■■■

时间回溯到30年前，海南建省，成
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而就在此前两
年，海南岛才刚刚连接成统一电网。经
济特区的建立，给海南电力发展带来新
机遇，随后大手笔的电力建设开启，经
过十余年建设，到上世纪末，海南电网
已建成220千伏主骨干网架，基本形成
了一个覆盖全省的输电网络。

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深化改

革，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成立；两年后，
海南电网正式加入了中国南方电网，
开启了加速跑的时代。

特别是在2009年 6月，海南迎
来了在中国电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盛事：当时亚洲第一、世界
第二的超高压、长距离、较大容量跨
海联网工程——500千伏海南联网
工程正式投入运行，海南电网多了一

条与内陆相连的“大动脉”。
过去五年，海南电网的发展更是

突飞猛进。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五年，海南电网公司累计完成投资
209亿元，新增35千伏及以上变电设
备容量571万千伏安，新增主配网线
路约2万公里，是海南电网发展史上
完成投资最多、投运设备最多、新增
线路最多的五年。

在省委、省政府和南方电网的大
力支持下，海南电网还探索形成了
政企“一把手亲自过问，一揽子政策
支持，一竿子督查到底”的工作机
制，推动电网建设的“海南范例”；开
工建设了我国第二条500千伏跨海
联网工程，主网架实现从“双环网沿
海覆盖”到“三通道东西贯通”的升
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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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发展大局 助力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海南电网：绘就电业为民的美好画卷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代进

1914年8月，海口海
甸河边，亮起一盏微弱的
电灯，琼岛的黑夜不再沉
寂，海南有电的历史由此
开启。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站在跨越海甸河的世纪
大桥上放眼望去，夜幕降
临，万家灯火，流光溢彩，
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年来，海南电网一
直与海南共成长。”南方
电网海南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邓恩宏说，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电
网坚决扛起央企的责任
担当，坚持画好政治、经
济、社会三大责任同心
圆，在服务国家和海南发
展大局上屡立新功，电网
发展再谱新篇，全省形成
了“双环网沿海覆盖，三
通道东西贯通”的坚强骨
干网架，绘就了一幅人民
电业为人民的美好画卷。

“三年内海南电网将投资177亿
元用于电网升级改造，这是整个‘十二
五’电网投资的总和。”南方电网海南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郑外生说，此
举是为解决海南电网长期投入不足、
基础设施落后、抗灾能力较差等突出
问题，旨在实现海南电网“脱胎换骨”，

助力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此外，海南电网争取到2019
年电网各项关键指标均提升

一倍以上，力求实现海南
全省户均停电时间从

43小时降至20小
时以内，海口、

三亚中心城
区 停 电

时间降至1小时、三沙降至55分钟，
电网防灾抗灾保供电能力显著增强
等一系列目标。

自去年6月省政府审议通过《海
南省提升电网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
年行动计划》后，省里成立了以副省长
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省工信厅积
极发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牵头协调作
用，海南电网和各市县各部门迅速行
动，政企合力推进，掀起了加速推进海
南电网“脱胎换骨”改造升级的高潮。

南方电网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了帮
扶海南领导小组，制定了重点帮扶方
案，全力支持海南电网全面提升。海南
电网公司也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的
领导小组，由总经理任电网建设指挥部

总指挥长，保障资金投入，集中优质施
工力量，推动电网建设全面提速。

经各方努力，去年“三年行动”实现
了良好开局，全年完成电网投资48亿
元，较年初计划投资增加10亿元，创历
史新高；全面完成了246个小城镇中心
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帮助全省3835个
贫困村全部通上了动力电，实现了电力
精准扶贫，约129万人直接受益。

同时，供电保障能力也进一步提
升，全省年户均停电时间由2016年
的43小时降至31.4小时，减少11.6
小时，下降了27%，超额完成原38小
时户均停电时间目标。海口、三亚中
心城区户均停电时间4.3小时，同比
减少7.91小时，下降64.8%。配网10

千伏公用线路可转供率由36%提升
至52.5%，城区城镇电缆化率由21%
提升至28%。电网各项指标均大幅
改善，各专项工作成绩显著。

去年底，海南电网公司还启动了
海南智能电网规划工作，力争将海南
打造成为全国唯一的省域智能电网
示范区，将围绕生态立省、绿色崛起、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战略目标，按照

“超前谋划、需求驱动、远近结合”的
原则，启动智能电网示范项目建设，
通过全面推广与重点布局相结合，力
争“十四五”初步建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智能电网综合示范省，在全国起到
引领示范作用。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有
一张坚强可靠的电网作为强有力的
支撑保障。多年来，海南电网一直围
绕着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发力，
扛起了央企的责任担当。

近五年来，针对海南多台风的特
点，海南电网投入了12亿元，大幅提
升电网防风抗灾综合能力，在抗击超
强台风“威马逊”、强台风“莎莉嘉”过
程中，还探索总结了一套多方联动、
主动防御、快速复电的“海南经验”；
圆满完成了博鳌亚洲论坛、澜湄会

议、文昌航天发射等重大活动保电，
实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保电连续16
年万无一失。

同时，海南电网还建成了全国首
个含多类型新能源的弱联电网示范
工程，建成了央企在海南的首个省级
重点实验室，关键科研成果首次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实现国家级、省级重
大科技成果零突破。

“人民电业为人民”，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始终都是海南电网发
展的落脚点。近年来，海南电网多

项服务创新成果已走在全网甚至全
国前列，如在全国率先开启了支付
宝扫码交电费的新模式，在全国率
先实现电动汽车城际快充网络全域
覆盖，率先实现智能电表全省覆盖，
打通住宅小区供电服务“最后一公
里”瓶颈；全面推行免费装表、远程
报装、业扩投资延伸等惠民便民服
务，大幅缩短用电报装时间30%以
上，年均降低企业客户用电成本约2
亿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电网还

重点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
将优质服务延伸至12个重点产业、6
类园区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
从优从快满足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用
电需求，获得各方一致好评。

在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时，海南电网自身也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据悉，近五年来，海南
电网全省年售电量首次突破 200
亿 千 瓦 时 ，较 2012 年 同 比 增 长
50%，售电量增长率居南方五省区
前列。

海南电网
发展大事记

抓住经济特区发展东风 三十载电网不断跨越

全力服务海南发展大局 多项创新成果走在全国前列

力推电网三年提升行动 打造省域智能电网示范区

海南第一座500千伏
变电站——福山变电
站落户澄迈，海南电
网开始迈向500千伏
超高压电压等级

500 千 伏
海南联网
跨海工程
投入运行，
海南电网
多了与内
陆相连的
“大动脉”

海南电网东
部220千伏
双环网工程
建成投运，
标志海南电
网220千伏
主网架实现
从“单环网”
到“双环网”
的重大跨越

开工建设
了我国第
二条 500
千伏跨海
联网工程

“海南省提升
电网供电保
障和抗灾能
力三年行动
计划”开始实
施，力争海南
电网三年内
脱胎换骨

海南第一家电力企业出现，
点亮海南岛第一盏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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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实现全省电网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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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电网正式加入中国南方
电网

琼海官塘至三亚鸭仔塘
220千伏送电线路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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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运行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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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供电局城市配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对10千伏线路进行消缺。通讯员 杨永光 摄

儋州供电局员工高空作业的场景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琳 马胜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