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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从不足到满格
1987年12月，国务院批准石狮由

镇升格为省辖县级市。
1988年 7月，黄水源报考石狮市

公务员踏入仕途。
1988年 9月，石狮市人民政府正

式挂牌办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石狮这座城

市“由镇升市”，黄水源从校长转型为
官员，在时间轴上几乎同步。此后的
20余年里，他与城市同呼吸、共命运，
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与蜕变。电力作为
城市发展的脉搏和血液，我们大抵可
以说，黄水源也是石狮电力发展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

石狮电力设施的底子并不算好。
“由镇升市”的大跨步，意味着电力发
展需要在短时间内更多的补位，尤其
是沿海乡镇和中心市区的电力配套不
均衡，是摆在所有石狮电力人面前的
一道难题。

上世纪90年代，石狮电力“先天不
足”的缺陷尚未补齐，又迎来经济的迅
猛发展期。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需
要更充足的电力供应。两者双重压力
传导之下，石狮的电力发展何去何从？

曾主政湖滨街道、祥芝镇的黄水
源回忆说：“电力规划与城市规划同频
共振，电力资源配置服务城市重点项
目，这是石狮电力发展探索出的新路
子。”

的确如此，数据显示，2010年石狮
共投入电力基本建设基金10340万元，
2011年投入15616万元。不仅如此，石
狮供电公司还向省电力公司申请专项
资金3914万元，用于配合市区“四纵二
横一景观带”的电力设施改造及缆化
工程。在资金的保障下，220千伏青山
开关站输变电工程、110千伏城东输变
电工程和110千伏上浦3#变等工程相
继建成，使石狮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
供电能力进一步提高。

2018年，石狮城市“三十而立”之
年。《石狮改革发展三十年》一书记录
道：“供电方面，形成220千伏环网、110

千伏双边双线供电、10千伏线路‘手牵
手’供电的坚强网架格局，供电能力保
持全省县级供电企业第一，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黄水源评价，克服与生俱来的缺
陷，从不足到满格，满足城市发展之
需，回应群众生活之盼，供电公司做得
很出色。

评价：从骂声到掌声
黄水源与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还

有一段渊源。
2009年10月至2010年6月，结合

电力“双满意”（客户满意、党和政府满
意）工程的深入实施，石狮供电公司向

石狮市人大常委会提请开展创建“人
民满意单位”活动，时任石狮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黄水源正是检查组的组长。

“我不止一次陪着石狮电力公司
的领导，一起听企业主和老百姓对供
电的吐槽。”在这段时间里，黄水源同
供电公司一起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
会10余场。座谈会上的“吐槽”大多是
骂声，征集到133条意见。

“电力公司主动把企业交给社会
监督，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企业彰
显社会担当的硬实力。”黄水源认为，
骂声越刺耳，掌声才会越精彩。

即使已经过了10年，黄水源依然
清晰地记得两个可喜的变化。他回

忆，一是解决了“回批地”用电报装收
费的问题。这是老百姓反映比较强烈
的问题，经过供电公司的多方努力，促
成了“回批地”用电优惠政策出台，村
集体或村民个人自建自用、且同一用
电地址报装容量未达到高压专变供电
的，不再按每平方米80元的标准收费，
每个店面单元用电报装费用可节省近
3万元，大幅度减轻了群众负担；二是

“一户一表”的问题基本解决到位。早
前石狮区域取消供电中间环节、进行
一户一表改造的工作进展较为缓慢，
借助创建活动的推力，石狮电力公司
用了2年多时间将涉及的2121户用户
全部改造到位，每年可以减轻群众负

担500多万元。
石狮供电公司从人民群众所需的
点滴小事做起，从一百多条群众

意见逐条破解，赢得了人民群
众信赖和满意。让人民群
众满意已成为供电公司
开展工作的目标，并贯
穿了整个创建过程。
正是如此，2010年石
狮供电公司的创建
满意率达到98.31%，
党风廉政建设考评进
入上级驻石单位的前
列，行风评议获得全市

服务行业第一名。次年
的6月10日，石狮市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召开，经表决决定授予石狮

电力公司“人民满意单位”荣誉称
号。这一称号的获得，是石狮供电公
司“双满意”工程取得良好成效的一个
生动体现，也是电网企业积极践行“人
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和初心使命
的一个缩影。

黄水源说，任何的掌声并非毫无
缘由，从骂声到掌声，在“人民满意单
位”的创建活动中，石狮供电公司聚焦
热点难点，提高服务品质，这正是掌声
背后实实在在的底气。

突破：从创新到超越
在2011年石狮市人大常委会“人

民满意单位”授牌仪式上，黄水源发表
讲话时说道：“创人民满意工作，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希望电力公司将人民
满意作为永恒追求，做到珍惜荣誉、保
持荣誉，巩固成果，发展成果，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

这些年，石狮电力的发展，不负众
望，也不负黄水源的殷殷期盼。

2014 年，石狮 2015-2020 年配电
网滚动规划通过福建省电力公司评
审，在全省62家县供电企业中排名第
一，规划被审查组专家认为是“当前省
公司系统县级配电网规划做得最好的
一个”。

2015年，石狮市首个智能变电站
投产送电，为全户内式变电站，远期规
模为63兆伏安变压器3台，110千伏出
线2回，10千伏出线45回，确保了夏季
用点力更充足，有效满足工业用电和
居民用电的增长需要。

2019年，500千伏石狮变电站选址
确认。石狮供电公司全年售电量历史
上首次突破40亿千瓦时，达到40.45亿
千瓦时，比增7.14%；工业用电量26.11
亿千瓦时，比增10%。

2020 年，伴随着新时代电力“双
满意”工程的全面开展，石狮供电公
司深入推进“乡村振兴 电力先行”

“美好生活 电靓万家”等“七大行
动”，积极服务石狮全方位推进高质
量发展超越。这一年，石狮全市年售
电量42.99亿千瓦时，再次突破“40亿
大关”，供电可靠率99.957%，综合电
压合格率达 99.99%，电网供电可靠
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常年保持全省
前列，达国内一流水平。时年11月，
石狮供电公司获评第六届“全国文明
单位”，也是石狮地区唯一获此殊荣
的单位。

2021年，石狮供电公司线损管理
创历史最好成绩，截至9月份，累计入
选国家电网公司同期线损“百强县公
司”7次，最好成绩为全国第三名；5个
供电所再次全部入围同期线损“百强
供电所”的佳绩，累计入选“百强供电
所”29次。

如今，黄水源已退休多年，但是每
每看到石狮供电公司的点滴进步，他
都倍感自豪。

这种自豪，是一位曾经地方官员
对国企发展的欣慰，更是一位平凡长
者、一位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百姓对
电力发展的朴素祝福。

从历史走向未来，向人民满意而
行。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的发展历
程，凝聚着这座城市爱拼敢赢的气质，
向人民满意而行是全体电力人始终不
渝的追求，而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真的
实现了这一目标，做到客户满意、党和
政府满意。

从历史走向未来
向人民满意而行

——石狮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黄水源谈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
杨德华 余晨晨 许伟哲

石狮市卫生健康局 石狮市凤里社区服务中心 石狮市湖滨社区服务中心 石狮市灵秀社区服务中心 石狮市宝盖社区服务中心
石狮市蚶江镇卫生院 石狮市永宁镇卫生院 石狮市祥芝镇卫生院 石狮市鸿山镇卫生院 石狮市锦尚镇卫生院

什么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

答：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
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是我国
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
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
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
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开展服务项目所需
资金主要由政府承担，城乡居民可
直接受益。

.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
括哪些内容？

答：目前，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有 12 项内容。即：居民健康

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
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高
血压患者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
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
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
如何确定的？

答：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考虑政府财政的最大支持能力，
先确定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的经费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国
家找出对居民健康影响大、具有普遍
性和严重性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根
据居民的健康需求、实施健康干预措
施的可行性及其效果等多种因素，选
择和确定优先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努力做到把有限的资源应
用于与居民健康关系最密切的问题
上，使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工作取得最
佳效果。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
如何实施的？

答：实施服务由当地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统一领导，财政部门提供经费
保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
监督所、市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
中医院等专业机构提供技术培训与
指导，参与监督检查与考核评估；通
过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辖区内全体居民
免费提供。

什么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化？是平均化吗？

答：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是指每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

民，无论性别、年龄、种族、居住地、
职业、收入，都能平等获得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可以理解为人人享有服
务的权利是相同的，居民在获取相
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时，机会是
均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
必须得到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差异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前国家提
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很多内容
是针对重点人群的，如老年人、孕产
妇、0—6岁儿童、高血压等慢性病患
者健康管理等，因此，均等化并不是
平均化。

谁能提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由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负责具体实施。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分别接受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
管理，合理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任务。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可
以按照政府部门的部署来提供相应
的服务。

谁来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答：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

民，无论是城市或农村、户籍或非户
籍的常住人口，都能享受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不同的服务项目有不
同的服务对象，可分为：

❶面向所有人群的公共卫生服
务，如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
教育服务、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服
务事件报告和处理，以及卫生监督协
管。

❷面向特定年龄、性别、人群的
公共卫生服务，如预防接种、孕产妇
与儿童健康管理、老年人管理、中医
药健康管理等。

❸面向疾病患者的公共卫生服

务，高血压、2型糖尿病、重性精神疾
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
理等。

居民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需要付费吗？

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所
规定的服务内容由国家为城乡居
民免费提供，所需经费由政府承
担，居民接受服务项目内的服务
不需要再缴纳费用。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居民有
什么好处？

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覆盖我国14亿人口，与人民群众
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实施项
目可促进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
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变，逐步树立起
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可以减少主
要健康危险因素，预防和控制传染
病及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可以提
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服
务应急处置能力，建立起维护居民
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对于提高居民
健康素质有重要促进作用。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何参与？
答：居民根据所在辖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工作安排，积极配
合，即可享受到免费的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参与方法：1. 接受上述机
构人员上门建档；2. 参与上述机构
建 档 ；3. 直 接 到 上 述 机 构 要 求 建
档。

石狮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问答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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