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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塘区高峰变电站停止运行，进行 9 个月升级改造

35 千伏移动变电站
“上岗”临时供电
本报讯（记者 陈蕾 通讯员 陆冬
琪）在过去的 16 年间，西乡塘区 35
千伏高峰变电站服务了双定镇全镇
和金陵镇的 4650 户居民。昨日，该
变电站停止运行，并进行为期 9 个月
的设备升级改造，南宁供电局首次运
用 35 千伏移动变电站进行负荷转
移，以代替原变电站临时供电，保障
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生产用电。
昨日上午 7 时，高峰变电站内的
所有设备设施停止运行，安全准备工
作后电力工人开始拆除旧设备，并搭
建新的线路杆塔。
“ 高峰变电站属于
农网简易式终端 35 千伏变电站，部
分设备已经出现老化及性能下降等
现象。”南宁供电局变电检修管理专
责罗传胜介绍说，该变电站投运于
2001 年，供电范围主要为西乡塘区
双定镇全镇和金陵镇部分地区。由
于运行多年，高峰变电站已经无法满
足周边的用电需求，长期处于重载运
行状态，对设备维护及供电可靠性造
成了一定影响，到了升级的时候了。
据介绍，此次高峰变电站升级改
造工期预计 9 个月，涉及 3 个 35 千伏
变电站全停、7 条 10 千伏线路、1 条
35 千伏线路、2 个 35 千伏公用变电
站，以及中压用户 75 个、低压用户

标本兼治
构建禁毒工作新格局
施工人
员 对 35 千
伏变电车进
行设备检查

本报记者
陈蕾 摄
4650 个。
居民们的生活、生产用电是否会
受到影响？在施工现场，两个黄色的
大家伙已随时待命，分别是一辆 35
千伏容量达 10000 千伏安的变电车
和一辆 10 千伏配电车，它们共同组
成的移动变电站将在此
“扎根”。
当天下午，高峰变电站的原有线
路顺利接到移动变电站，并通过新建
的线路杆塔输送电力。
“ 如果没有移
动变电站进行负荷转移，我们可能需
要 72 小时以上的检修工作，但现在
可以优化到 6 个小时，缩减时间 95%

以上。”南宁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继
电保护班班长李宝锋表示，移动变电
站的体积虽然只有常规发电车的 3
倍，但供电能力却能达到普通发电车
的 20 倍，可以满足 2 万户家庭的正
常用电。
李宝锋举例说，原来的变电站无
法监控变电站状态，如果遇到停电问
题，供电部门要等到用户反馈时才知
道。改造完成后，高峰变电站将具备
遥控、遥信、遥测等自动化功能，一旦
发生停电故障可直接远程遥控，提高
抢修响应速度。

南宁 10 月 CPI 同比上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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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蕾）昨日，国家
统计局南宁调查队发布调查数据，今
年 10 月，南宁市 CPI 同比上涨 3.1%，
涨幅较全国指数高 1.2 个百分点，较
全区高 0.7 个百分点，在全国 36 个大
中城市及全区 14 个地市中均排第 4
位。
在食品烟酒类方面，由于 10 月
天气转凉，叶类菜上市增加，加上白
萝卜、大白菜等秋季菜集中上市，带
动鲜菜价格下降 3.3%。此外，近期
香蕉、沙田柚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
鲜瓜果价格下降 5.2%。尤其是南宁
今年持续高温天气致使香蕉成熟加
快，而受到人工成本上涨的影响，香
蕉采收困难，加上市场需求力不强，
香蕉价格下跌明显。
衣着类价格环比上涨 1.8%，主
要是因为 10 月初南宁市最高气温达
35℃，服装市场间接推迟了秋季服装

食品 衣着类 居住类 生活用品 教育文化 医疗 其他用品 交通和
烟酒类
及服务 和娱乐类 保健类 和服务类 通信类
上市时间，同时由于秋季服装活动力
度不及上年，致使服装价格上涨。而
秋季新款鞋开始集中上柜，因此南宁
的鞋价格上涨 2.4%。
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影响，
国家调整成品油价格，其中汽油及柴
油价格分别上涨 3.2%和 3.4%。加上
国庆黄金周后旅游市场逐渐进入淡
季，飞机票价格下降 5.5%，综合因素

导致交通和通信价格环比上涨
0.2%。
另一方面，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
格环比下降 0.6%。在黄金市场和铂
金市场的影响下，10 月份金饰品和
铂金饰品价格出现下降，其中金饰品
及 铂 金 饰 品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2.1% 和
4.7%，是拉动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
下降的主要因素。

黑皮冬瓜滞销 政府组织客商收购
昨晚南晓镇已有超 3000 万斤黑皮冬瓜被认购
本报讯（记者 何璨汐 通讯员 苏
陆续上市，主要销往贵州、四川等地，
当晚下着雨，但爱心企业——良
崇远）今年 9 月份开始，良庆区南晓
获得一致好评。由于受供求、天气、 庆区南晓镇黑皮冬瓜购销协会派出
镇的黑皮冬瓜进入收获时节。然而， 管理等因素影响，黑皮冬瓜的价格从
4 辆大卡车到现场装瓜，瓜农们冒着
瓜 农 却 遭 遇 了“ 丰 收 不 增 收 ”的 窘
最初每公斤 1.4 元直跌到现在的每公
雨用拖拉机将黑皮冬瓜运送到现场
境。原来，受供求、天气、管理等因素
斤 0.7 元，甚至一度滞销，严重影响瓜
装车。协会负责人张丽娜表示，因为
影响，南晓镇的黑皮冬瓜大量滞销， 农的经济收入和生产积极性。
全国各地的冬瓜陆续上市，导致今年
瓜农为此愁眉不展。南晓镇政府了
了解到黑皮冬瓜价格下跌并且
南晓镇黑皮冬瓜的价格受到影响，
解情况后，昨日晚组织相关客商开展
开始滞销，南晓镇积极联系区内外电 “协会认购了 200 万斤瓜，今晚开来
“南晓镇 2017 年秋季黑皮冬瓜认购
商、物流、农业、商会等 13 家涉农专
的 4 辆大卡车可以装 20 万斤左右，
签约仪式”。当晚，在政府的帮助下， 业，于昨晚在南晓镇政府组织开展
能帮一点是一点。”不少瓜农也表示，
超 3000 万斤黑皮冬瓜被认购，预计 “南晓镇 2017 年秋季黑皮冬瓜认购
很感谢当地政府和爱心企业的帮助，
将于 11 月底全面收购完。
签约仪式”，签订认购协议超 3000 万 “至少能保本，不至于烂在地里血本
今年 9 月份，南晓镇的黑皮冬瓜
斤，预计 11 月底全面收购完。
无归。”

本报讯（记者 覃琳）11 月 14 日上午，市委、市政府
召开全市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全区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研究部署全市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禁毒工
作。市长周红波在会上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增强抓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凝心
聚力、上下联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努力构建符合南
宁市特点的禁毒工作新格局，营造全市安全和谐稳定
的良好环境。
会议指出，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禁毒
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禁毒工作的决策
部署，把禁毒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始终保持对
毒品犯罪的主动进攻和高压态势，
“ 党政主导、社会共
治”的禁毒工作格局进一步形成，
“ 打防结合、综合施
策”的毒品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 基础扎实、保障有
力”的禁毒工作根基进一步打牢。
会议要求，
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
不断开创禁毒人
民战争新局面。一要突出预防抓教育，
抓好重点群体教
育，
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
充分运用大数据、
“互联网+”
等技术手段，通过禁毒游戏、禁毒科普、网上展馆等方
式，开展针对性的靶向式禁毒宣传教育；二要突出整治
抓打击，
抓好源头治理，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着力开展专
项治理，
凝聚打击毒品犯罪合力；
三要突出戒治抓帮扶，
抓好吸毒人员管理、戒毒康复、帮扶救助，
让他们感受到
社会关爱和帮扶，
真正实现回归社会、
融入社会。
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明确职责，确保禁毒人民
战争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打好禁毒人民战争，组织是
保障、机制是关键、责任是根本。要坚持上下联动，严
格落实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工作保障，细化工作
措施，推动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新成效。要加快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高社会治
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以实际工作成
效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公交优先
强化便民服务
本报讯（记者 覃琳）11 月 14 日下午，市长周红波
率队到市交通运输局调研。
当天，周红波一行乘坐快速公交（BRT）1 号线，到
南宁快速公交调度指挥中心，实地了解快速公交 1 号
线运营情况；到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听取
南宁市智慧交通建设情况汇报。随后，周红波主持召
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的意见
建议，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推进
交通综合管理改革等工作。
今年以来，南宁市不断强化交通支撑建设，加快推
进行业改革发展，交通运输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南宁
市入选了“十三五”时期第一批国家公交都市创建城市
名单，
智慧交通建设实现新突破。
周红波要求，
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全力冲刺
年度目标任务和科学谋划今后一个时期交通运输各项工
作，
坚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着力提升城市公共交通
保障水平，
努力做到在稳增长促发展上有新贡献、
在优服
务惠民生上有新作为、
在保安全保稳定上有新成绩。
周红波强调，要以完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为
着眼点，力争在服务“南宁渠道”升级上取得新成果；以
全面提升综合运输服务水平为着力点，力争在加快行
业转型升级上取得新进展；以推进智慧、绿色、平安交
通建设为重点，力争在提升行业现代化水平上实现新
突破；以逐步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为突破口，力争在提高
行业执行力上取得新成效。要全面推进“互联网+交
通运输”，进一步加强覆盖城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南宁市交通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开展南宁
市公交都市智能化系统、综合交通出行信息平台前期
工作建设，让交通运输服务更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