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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顺义区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现场线路为低压 380V 供电线路，
国网北京市电
附近的高压线距离房屋较近，且该 与房屋距离约为 1 米，属于安全范围。用户所在村为人口倒挂村，
力公司顺义供
区域电压较低，向 95598 供电服务 群租人员多，导致电压较低。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通过倒相方
电公司
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式解决了低电压问题。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天津市东丽区群众反映，其于 11
国网天津市电
月 3 日发现房顶上有被风刮断的电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已于 11 月 24
力公司东丽供
线，存在安全隐患，向 95598 供电 日为用户排除安全隐患。
电公司
服务热线反映未解决。
唐山市开平区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区域高压厂矿较多，线路负荷
国网冀北电力
自 9 月份开始频繁停电，向 95598 过大，近期共停电 15 次。已责令供电公司整改，避免用电高峰
有限公司唐山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 期过负荷跳闸，供电公司于 12 月 5 日完成整改。用户对处理结
供电公司
解决。
果表示认可。
张家口市桥东区群众反映，其居住
国网冀北电力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近期除 1 次计划停电外,其他停电
地持续四年频繁停电，多次向
有限公司张家
情况均为用户内部原因造成。已要求供电公司加强线路巡检，及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
口供电公司
时处理突发情况，保证正常供电。
映未解决。
国网内蒙古电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群众反映，其居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停电原因为变压器低压保险故障，95598
力（集团）有 住地 11 月 2 日 20 时停电，一直未 供电服务热线无法接通系供电公司对信息中心机房光纤设备切
限责任公司呼 恢复。
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反映， 改所致。已责令供电公司整改。及时恢复供电并确保热线畅通。
和浩特供电局 电话无法接通。
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国网内蒙古电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群众反映，其居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由于所在地区线路供电半径长，接带负
力（集团）有
住地持续一年频繁停电，向 95598 荷大，造成频繁停电。已向供电公司提出监管意见，供电公司已
限责任公司呼
供电服务热线反映未解决。
按要求制定改造方案。
和浩特供电局
国网内蒙古东 通辽市开鲁县群众反映，其于 11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由于系统原因，导致缴费后自动停电。
部电力有限公 月 7 日收到欠费短信提示，于 11
已要求供电公司尽快恢复供电并向用户解释说明，用户表示认
司通辽供电公 月 8 日 9 时缴费，但当天 15 时家
可。
司
中断电，要求尽快恢复供电。
国网辽宁省电 鞍山市海城市群众反映，其于 2016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经协调督促，现用户报销凭证签字流程
力有限公司鞍 年 3 月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电费至
已结束，供电公司已付款。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山供电公司
今未结算。
葫芦岛市绥中县群众反映，其安装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在申请并网时，供电公司没有光伏
国网辽宁省电 光伏发电设备已经一个月，供电公
并网用表，需要省公司统一配发，因此没有立即为用户装表并网。
力有限公司葫 司以没有电表为由一直不予并网，
经协调督促，供电公司已于 12 月 10 日为用户安装表计。用户对
芦岛供电公司 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反映未解
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决。
国网黑龙江省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近期共停电 2 次，1 次为临时检修
电力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方正县群众反映，其所在
停电，1 次为外力破坏停电。已要求供电公司向用户解释说明。
哈尔滨供电公 区域经常停电。
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司
国网黑龙江省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从 4 月 5 日至 11 月 6 日共停电 12
牡丹江市海林市群众反映，当地持
电力有限公司
次。其中，雷雨、大风等天气造成故障停电 11 次，计划停电 1
续一年频繁停电，向 95598 供电服
牡丹江供电公
次。已要求供电公司加强线路巡视，减少临时停电；对危险地段
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司
进行特殊巡视，发现问题立即处理。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该用户为自建冷库用电，距离配变较远
陕西地方电力 宝鸡市眉县群众反映，其居住地持
且用户漏电保护器较小，在用电高峰期易发生电压低情况。已要
（集团）公司 续多年电压较低，向供电公司反映
求供电公司进行升级改造。供电公司计划于 2018 年对该区域进
宝鸡分公司
未解决。
行 0.4 千伏线路延伸或网架敷设，解决电压低问题。
国网陕西省电 渭南市蒲城县群众反映，其 6 月份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前期因供电公司无代开电费发票权，用
力公司渭南供 安装光伏发电设备，补贴至今没有 户也未提供电费发票，导致相关费用未结算。目前，供电公司已
电公司
发放，向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取得代开资格。经协调督促，供电公司已于 12 月底完成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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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陕西省电
力公司西安供
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
力公司西安供
电公司
陕西地方电力
（集团）有限
公司咸阳供电
分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浦东供
电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
力公司亳州供
电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
19 力公司六安供
电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
20 力公司宿州供
电公司
国网湖北省电
21 力公司恩施供
电公司
国网江西省电
22 力公司南昌供
电公司
国网江西省电
23 力公司宜春供
电公司

反映事项

处理措施及结果

西安市长安区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长年电压较低，向 95598 供电服务
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西安市未央区群众反映，其居住小
区持续一年频繁停电，向 95598 供
电服务热线反映未解决。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已责令供电公司整改，供电公司已对该
村低电压问题提出分网方案，并已栽立电杆，分网工程正在实施
中。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由于第三方内部电缆故障，引发该
小区用户停电。供电公司接到报修后，已及时恢复供电。目前，
供电公司已要求第三方整改，并对其定期检查。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由于近期气温降低，用户所在地区
咸阳市礼泉县群众反映，其居住小
用电负荷增大，配变开关保护动作导致停电。供电公司抢修人员
区近期频繁停电，向 96789 供电服
对配变三相负荷进行重新分配，已恢复供电。已要求供电公司加
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强巡查，并向各管辖区域公布联系电话，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上海市浦东新区群众反映，其于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经协调督促，供电公司已将户名更正并
2015 年左右发现电表户名有误，多
向用户致歉。
次向抄表员反映一直未解决。
亳州市蒙城县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2017 年，供电公司因资金问题未能对
电压较低，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 该地区进行整改。已要求供电公司加大资金申请力度，尽快进行
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升级改造。
六安市霍邱县群众举报，当地在开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该工程电杆底卡盘安装不符合要求，电
展农网改造工程中，电线杆底部没 杆未逐基夯实，水塘边电杆未加固，个别杆基塌陷，存在严重安
有底盘，上部没有卡盘，不符合安 全隐患。已责令供电公司整改，供电公司组织开展了农网工程电
全规定。
杆专项排查，并对责任人进行了考核。举报人对处理结果满意。
宿州市泗县群众反映，其光伏发电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在供电公司未给出书面供电方案之
设备安装完成后，供电公司一直不
前已建造 1.5 兆瓦的光伏电站，流程不合理，且当地电网容量饱
予并网，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反
和，暂不能并网。已督促供电公司向用户做好解释工作。
映未解决。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接电源负荷过重，且与另外两相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群
负荷分配不平衡，导致用电高峰期电压低。已责令供电公司整改，
众反映，其居住地电压较低，向
供电公司已将用户所在台区三相负荷调整平衡，解决了低电压问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反映未解决。
题。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已于 11 月底完
南昌市青云谱区群众反映，其居住
成线路改造，形成单独双回路供电，增加了供电可靠性；同时，
小区频繁停电，向 95598 供电服务
供电公司已向小区物业公司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解决小区电力
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该台区电网改造已于 2017 年 9 月开始，
宜春市袁州区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但由于线路通道问题，部分村民阻止施工。现供电公司正与当地
持续多年电压低，向 95598 供电服
村委会联系协商。已要求供电公司加大协调工作力度，尽快完成
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施工改造。

南方电网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群众反映，供电公司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已向供电公司印发监管整改通知书，
电网有限责任
24
故意刁难，导致其工程无法顺利施 要求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服务不规范、在审核设计单位资
公司清远供电
工。
质环节设置障碍等有关问题进行整改。
局
深圳市龙岗区群众反映，其居住小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6 月份以来，投诉人所在小区因设
南方电网深圳
区自 6 月份开始频繁停电，
向 95598 备故障、台风等原因导致停电 3 次。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将优
25 供电局有限公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 化小区线路，并多渠道做好计划停电通知工作。同时要求供电公
司
解决。
司向用户解释说明。用户表示谅解，目前已撤诉。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投诉人所在公变因负荷激增导致低压电
深圳市罗湖区群众反映，当地频繁
南方电网深圳
缆多次烧坏，因所在小区老旧，现场情况复杂，无法调整负荷和
停电，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反映
26 供电局有限公
新建变压器。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已制定方案，计划对电缆接
未解决。
司
头全部更换、新增出线调整部分负荷、协调接收附近用户专变并
实施增容改造。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2017 年，用户所在台变供电设施
南方电网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群众反映，其居住村
因设备故障、天气、外力破坏等原因停电 7 次，供电公司均第一
27 供电局有限公 持续一年频繁停电，向 95598 供电
时间隔离故障并恢复了正常供电。已要求供电公司向用户解释说
司
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明。用户表示谅解，并撤诉。
南方电网广西 桂林市叠彩区群众反映，其电费欠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供电公司对未及时缴纳电费的居民
28
电网有限责任 费后供电公司拉闸断电，缴纳欠费 用户在逾期未达到 30 日的情况下，即停止供电，违反了《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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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桂林供电 后供电公司未及时恢复供电。
局

广西水利电业 桂林市恭城县群众反映，当地持续
29 集团恭城水利 两年电压较低，向供电公司反映未
电业有限公司 解决。
广西水利电业
30 集团全州水利
电业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广西
电网有限责任
31
公司河池供电
局
南方电网广西
电网有限责任
32
公司来宾供电
局
广西水利电业
33 集团藤县水利
电业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海南
电网有限责任
34
公司东方供电
局
国网山西省电
35 力公司吕梁供
电公司
国网山西省电
36 力公司忻州供
电公司
国网山西省电
37 力公司运城供
电公司

国网山东省电
38 力公司菏泽供
电公司
国网山东省电
39 力公司潍坊供
电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
40 力公司定西供
电公司

桂林市全州县群众反映，当地持续
一个多月频繁停电，向 95598 供电
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处理措施及结果
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且未在费用结清后 24 小时
内恢复供电，违反了《居民用电服务质量监管专项行动有关指标》
（电监供电〔2011〕45 号）要求。已责令供电公司整改，按要
求规范欠费停电管理。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台区改造较早，负荷大幅增长
后，出现电压偏低情况。在后期改造过程中，部分住户组织施工，
导致改造没有正常完工。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已对用户所在地
区变压器进行调档处理，并计划列入 2018 年农网改造项目库。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投诉人所在台变供电线路断路器故障跳
闸，导致频繁停电。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已更换开关，解决了
频繁停电问题。

河池市东兰县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由于用户距台变较远，超出合理供电半
多年电压较低，向供电公司反映未 径，导致电压较低。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已就近增设变压器一
解决。
台，低电压问题已改善。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因进线支线存在线路老化和线径较
来宾市武宣县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小问题，导致用电高峰电压较低。已责令供电公司整改，供电公
持续一年电压低，向 95598 供电服
司紧急调配人员和物资完成了项目改造。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认
务热线反映未解决。
可，并撤诉。
梧州市藤县群众反映，其所在区域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由于用户所在台区供电导线线径小、供
持续六年电压低，电线老化掉落在 电半径大，且线路老化等问题，导致电压较低。经协调督办，供
地上，向 966022 供电服务热线和 电公司已将该地区列入农网改造项目库，并计划用自筹资金对变
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压器增容、对部分低压线路进行改造。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因检测设备故障，表计无法检测校验，
海南省东方市群众反映，其于 11 供电公司未能在规定 3 个工作日时限内实施安装，违反了《国家
月初报装电表，但供电公司一直未 能源局关于印发<压缩用电报装时间实施方案>的通知》（国能监
安装。
管[2017]110 号）。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已紧急调配物资完成
安装。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并撤诉。
吕梁市岚县群众反映，其居住地持
续半个月电压不稳，多次向 95598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因低压设备老化导致电压不稳。经协调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 督办，供电公司已完成故障抢修，并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
解决。
忻州市忻府区群众反映，其于 2016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该地区财务因未实现电脑系统开发，全
年 12 月安装光伏发电设备，至今 部信息需要手工输入，信息量较大且流程繁琐，导致用户电费结
只结算了一次电费，恳请尽快结算 算时间过长。已责令供电公司于 2017 年年底前为用户将电费全
电费。
部结算。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地区为老城区，最后一次网改
运城市盐湖区群众反映，其 11 月 是在 2000 年，巷子内没有三相电电源。因用户申请的电锅炉为
份报装三相电，供电公司要求用户 居民采暖用电，表前线路费用应由供电公司承担。经协调督办，
自己购买表前线。
供电公司已将用户家到电源点的 330 米线路全部架设完毕，并于
12 月 1 日为用户装表接电。
菏泽市东明县群众反映，其光伏发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该用户于 6 月并网，应于第三季度进行
电设备 6 月份并网，合同按季度结
结算，但 2017 年下半年税率制度发生改变，供电公司一直与税
算，但上网电费一直没有结算，向
务局进行协商，故未及时结算。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与税务局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
进行协商，计划于 2018 年 1 月将用户电费一并结算。
映未解决。
潍坊市高密市群众反映，其光伏发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经协调督办，供电公司已与用户签订光
电设备 4 月中旬并网，供电公司一 伏并网合同。光伏补贴需经当地供电公司财务审核后报发改委审
直没有与其签订合同，一直未发放 核，供电公司表示于 11 月 20 日前将光伏补贴全部发放，之后按
补贴。
月发放。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因所在台区抄表人员长期估抄电量，
定西市岷县群众反映，其于网上缴
致使用户累计欠费 1527 元。经工作人员多次催收，用户均未缴
费后，供电公司仍于 11 月 3 日给
纳，供电公司遂于 11 月 4 日给其断电；11 月 8 日用户承诺分期
其断电，称未缴电费，希望尽快恢
缴纳电费后，供电公司于 11 月 9 日给其恢复供电。供电公司对
复供电。
抄表人员进行了考核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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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市通渭县群众反映，当地电压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区域配电变压器容量较小，低
国网甘肃省电
较低，电线老坏问题已持续多年， 压供电线路建设年代较早，用电高峰易发生低电压情况。供电公
41 力公司定西供
联系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 司计划将该区域低电压用户接入其他配变，并在后续农网改造工
电公司
司未解决。
程中逐步解决该区域低压供电线路老旧等问题。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当地供电公司所管辖区域分散，人员配
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群
国网甘肃省电
置紧缺，当地群众的电费基本靠抄表人员走收。由于工作量大、
众反映，供电公司收电费不开具发
42 力公司临夏供
电费回收压力大，抄表员一般通知用户到供电所索取发票。已对
票，联系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未解
电公司
供电公司收费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提出监管要求，供电公司工作人
决。
员已将用户发票送至投诉人家中，投诉人表示谅解。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区域配电变压器容量较小，且
国网甘肃省电 庆阳市宁县群众反映，其居住地电
变压器距用户较远，供电线路线径较细，造成用户家中电压较低。
43 力公司庆阳供 压低，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
供电公司计划于 2018 年 1 月底前在用户所在村新增一台变压器，
电公司
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并改造相关供电线路，解决电压低的问题。
国网甘肃省电 天水市秦州区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用户所在配变
44 力公司天水供 频繁停电，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 和线路发生 6 次故障停电。供电企业已采取更换分路低压空开、
电公司
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环网柜、低压电缆等措施，改善用户所在配变的供电质量。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小区近两年用户负荷增加较快，
国网新疆电力 奎屯市奎屯县群众反映，其所在小
原有线路不能满足用电需求，当地正在对供配电设施进行改造，
45 公司奎屯供电 区近期频繁停电，向供电公司反映
由于施工难度大、线路长，导致停电时间较长。已要求施工部门
未解决。
公司
加快进度，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苏州市昆山市群众举报，普瑞智能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普瑞智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未取得承装
普瑞智能管理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无相关资质，违
46
（修、试）电力许可资质。已向该公司下发监管意见书，要求立
服务有限公司 规进行变电站智能化改造及运维
即停止违规行为。
项目，要求停止该公司违规行为。
宿迁市沭阳县群众反映，2016 年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供电公司未及时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发
国网江苏省电
11 月安装光伏发电设施，至今未发 电用户并网后的发电量、上网电量抄核收工作，也未将相关材料
47 力公司宿迁供
放补贴及电费，向 95598 供电服务 递交财务部门进行补贴资金支付，造成补贴费用结算滞后。已责
电公司
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令供电公司加强管控。目前补贴已下发，并已向用户解释说明。
徐州市睢宁县群众反映，从 2017
国网江苏省电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区域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共停
年 7 月开始，所在区域频繁停电，
48 力公司徐州供
电 3 次，均为供电资产故障导致。目前故障已排除。已要求供电
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
电公司
公司加强线路巡护，并向用户解释说明。
反映未解决。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该光伏发电项目为自然人项目，为
方便用户办理光伏发电项目上网，供电单位采取了缺件审批服
国网福建省电 龙岩市长汀县群众反映，其于 2017 务，投诉人因自身原因未及时补交身份证复印件，导致电费结算
49 力有限公司龙 年 6 月 14 日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流程无法流转。11 月下旬供电公司收到户主的身份证原件，发
岩供电公司
供电公司至今未结算。
起供应商创建流程，电费及补贴在 12 月 30 日前到账，供电人员
已将情况告知投诉人，投诉人表示满意。供电公司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了考核，并采取了整改措施。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近两年该村居民用电负荷增长迅速，低
国网河南省电 焦作市温县群众反映，当地已持续
压线路线号偏细、供电半径较大，导致用户电压较低。经协调督
50 力公司焦作供 5 年电压较低，向 95598 供电服务
促，供电公司已采取加大项目资金申请力度、做好负荷转移和增
电公司
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加临时供电设备等措施。用户表示认可。
开封市杞县群众反映，当地自 2017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区域近期共停电 2 次，1 次因
国网河南省电 年 11 月开始频繁停电，前期有停 为配（农）网改造导致，1 次为缺陷处理导致，均在计划时间内
51 力公司开封供 电短信提示，后期不再提示。向 恢复供电。关于用户反映短信提示问题，供电公司所留号码，非
电公司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 李先生使用手机号，现已解决相关问题，并向用户进行了解释，
映未解决。
用户表示认可。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用户所在区域变压器承载户数过多，供
国网河南省电 信阳市固始县群众反映，当地电压
电半径过长，导致电压较低。供电公司已采取调整变压器档位、
52 力公司信阳供 较低，已持续两三年，联系供电公
平衡台区三相负荷等临时措施，并申请新增变压器，待项目批复
电公司
司一直未解决。
后可彻底解决反映问题。
国网河南省电 驻马店市遂平县群众反映，2017 年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10 月 25 日用户所在小区发生高压分支
53 力公司驻马店 10 月 25 日所在小区发生较长时间 地埋电缆故障，因故障点属第三方资产，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
供电公司
停电。
供电公司立刻通知小区物业进行自行维修，因情况复杂，施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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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于 10 月 27 日 16 时 40 分恢复送电。已向用户详细解释，
用户表示满意。

长沙市开福区群众举报，当地高架
国网湖南省电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已对举报人反映地点进行调查，现
桥下，高压电缆未按规范埋设，电
54 力公司长沙供
场未发现电缆直接裸露在外现象。因现场为施工场地，已要求供
力管线直接裸露在外，存在重大安
电公司
电公司采取措施，加强巡视，确保安全。
全隐患。
郴州市安仁县群众反映，其申请
国网湖南省电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因用户使用大功率电器引起出线开
220 伏低压用电后，近期频繁停电，
55 力公司郴州供
关（用户资产）烧坏，导致频繁跳闸。经协调督促，供电公司已
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反映未解
电公司
免费为其更换，用户表示满意。
决。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群众反映，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因该区域属第一批农改工程，供电线径
国网湖南省电
当地多户人家电压较低，向 95598 较小，且处于供电线路末端导致电压低。已要求供电公司采取措
56 力公司怀化供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 施，由原来的两线线路改为四线进行分流处理，缓解了低电压问
电公司
解决。
题。
国网四川省电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群众反映，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因市政建设项目导致该地区频繁停电。
57 力公司凉山供 当地自 11 月份开始频繁停电，向 已要求供电公司加强与用户沟通，切实提升供电服务水平。供电
电公司
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公司已就相关情况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表示理解。
国网四川省电 泸州市叙永县群众反映，当地持续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已要求供电公司制定整改方案，增设变
58 力公司泸州供 两三年电压低，向 95598 供电服务 压器、新建线路，改善该地区低电压情况，并将该村纳入 2018
电公司
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年农网改造计划。
四川省能源投 绵阳市平武县群众反映，当地持续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已要求供电公司进行升级改造。供电公
59 资集团有限责 多年电压较低，向供电公司反映未 司已为用户增补一根火线，电压基本达标，并计划增设一台变压
任公司
解决。
器，彻底解决低电压问题。
南方电网云南 曲靖市罗平县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因供电半径过大、线径过小导致当地电
电网有限责任 持续四五年电压低，家电无法正常 压较低。供电公司已对该地区低电压问题进行立项，但未及时告
60
公司曲靖供电 使用，向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和供 知当事人。已督促供电公司加快推进项目进度，尽早解决当事人
局
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反映问题，保证群众正常用电。
南方电网云南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供电企业与当事人对企业更名问题
玉溪市通海县群众反映，其公司改
电网有限责任
沟通不到位，致使当事人对供电企业要求提供的资料理解有偏
61
名后，供电公司一直未给其公司开
公司玉溪供电
差，导致未能开具发票。经协调督促，当事人反映问题已得到解
具增值税发票。
局
决，已能正常开具发票。
经调查，反映事项部分属实。用户于 2017 年 2 月报装用电，供
南方电网云南
昭通市镇雄县群众反映，其报装电 电公司现场勘查发现有部分低压线路超出零散居民免费安装的
电网有限责任
62
表已一年多，但供电公司一直推脱 距离，需要上报计划申请。供电公司申请流程过长，未及时向用
公司昭通供电
不予安装。
户反馈。已要求供电企业加快项目推进进度，尽快解决用户用电
局
问题。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2017 年，该小区共停电 17 次。其中，
南方电网贵州 毕节市七星关区群众反映，其居住 小区自有产权设备故障停电 11 次，供电局线路故障停电 4 次，
63 电网公司毕节 小区持续两年频繁停电，向 95598 计划停电 2 次。已责令供电公司加大设备巡检维护力度，减少故
供电局
供电服务热线反映未解决。
障停电次数，并督促物业公司维护好小区用电设备。用户对处理
结果表示满意，并撤诉。
经调查，反映事项属实。2017 年，该小区共停电 5 次。其中，
南方电网贵州 贵阳市白云区群众反映，其居住地
计划停电 3 次，故障停电 2 次。已责成供电公司进一步加大对高
64 电网公司贵阳 持续一年频繁停电，向 95598 供电
负荷线路的运维管控，切实做好老旧小区供配电设备的管理、维
供电局
服务热线和供电公司反映未解决。
护，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可靠供电。用户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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