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建设 不断扩容助力经济发展

中山火炬开发区的前身张家边区，是一个纯农业的自然经济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已经转变为一个以工业经济为主导、全国乃至全球瞩目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电力建

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

洪澄波、孙茂容是地道的张家边区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就是当地电力管理部门的

负责人，分别工作至 2004 年及 2010 年退休。他们直接参与并见证了中山火炬开发区电力建

设的辉煌发展历程。

全区电费仅 7000 元的日子

张家边区用电的历史并不短。早在 1918 年，濠头乡旅澳华侨郑耀棠就从广州购进一台

35 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及发电机，在乡间开办碾米厂和榨糖厂，产生的电力亦用于自家照

明。

1959 年以前，张家边区内无电网，只有张家边机械厂有柴油发电机组，所产生的电力

除供本厂自用外，部分供区办事机构使用，晚上还供少部分居民照明。

1960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山县成为国家电气化建设重点县，任务是筹划电网，把电

力输送到农村地区，以电力排灌为重点，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作为防御涝旱，确保粮食丰收

的重要举措。

据《张家边区志》记载，1963 年，张家边区引入全省大电网电源，用于大王头、二洲、

下陵和东利 4 座排灌站，受益农田达 5000 多亩；1963 年下半年，张家边区成立“张家边区

排灌管理所”，负责管理当地电力用于农田水利排灌；1965 年，该区架起高压线路，安装区

内第一个变压器，村民开始用上电网供电照明，但仅限于使用农田排灌富余的电力。

作为张家边区排灌管理所早期的工作人员，洪澄波至今仍记得，那条高压线是从民众镇

跨过横门水道引入张家边的，过江而来的电线在江面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弧弯。相较于今天

的电线塔，当年两岸的线塔并不高，但在两岸一望无边的农田上特别显眼，成为当时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第一个变压器安装在张家边三村，如今已很难辨认它的位置了。

直至 1982 年，为了农村管理专业化，张家边排灌管理所才分成“农电所”和“农排站”

两个机构。洪澄波仍清晰记得，分家前排灌管理所的家产有 13 个排灌站、68 台水泵，总装

机容量才 665 千瓦。作为负责人，洪澄波带着 6 个人、一张旧杉木办公桌和 3000 元开办费，

成立了张家边农电所，即今天中山火炬开发区供电分局的前身。当时，他们的全部设备都装

在 7 个人的随身工具袋里。

洪澄波说，改革开放前，张家边全区 1 个月收缴的电费只有 7000 元左右，当时的农业

用电是 0.03 元一度（千瓦时），农村其他用电是 0.05 元一度，可想而知全区的用电量。

自备发电机的日子

改革开放前，张家边区内只有濠头和小隐两间粮食加工厂是国营企业，濠头机械厂、张

家边农械厂、农具厂、小隐木工厂等几家是区属企业，全区工业企业总数不足 10 家。

1979 年 5 月，张家边服装厂拉开了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创办高潮。至 1990
年，张家边区有区办工业企业 47 家、村办工业企业 110 家、个体工业企业 806 家，其中当

年区办、村办企业工业总产值 32647.5 万元。

面对如此急剧的企业开办增速，区内的供电总量尽管已从 1979 年的 0.0801 亿千瓦时，

猛增至 1990 年的 0.6062 亿千瓦时，增幅超过 7 倍，但仍然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缺电

严重。

供电设施的建设亦同样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据洪澄波、孙茂容两位前辈回忆，当年创

办的各类工业企业，供电设施基本上都是由企业自己负责投资，从公共变电站至企业用户，

线路、变电设备均为用户自己出钱选购，由供电部门协助安装，而安装工程的尚未成为供电

部门的专门机构，管装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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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版的《张家边区志》并没有电力建设的章节，反倒是在“经济篇”中的“区办

企业”“村办联办及个体企业”章节中，在各个主要企业创办的记载中，不乏投资发电机组

的记述。这一时期创办的企业，自备燃煤、燃油发电机组几乎成了企业的基本配置，制衣、

电子、印刷、手工艺类企业生产的轰隆声，多来自于发电机组。发电机组 24 小时的轰隆声，

成为了企业生产兴隆的标志。

20 世纪 80 年代，张家边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改善，由港澳同胞携带返乡的电视机迅

速普及，部分家庭开始添置冰箱和洗衣机。但由于电力严重缺乏，人们为了能看电视，只能

纷纷将电视机自行改装，使之能使用蓄电池供电。家庭的电视机、冰箱都必须配备一台升压

器才能保证正常使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张家边区华侨、港澳同胞捐建公益项目、支援家乡建设的高潮

期。这些捐建公益项目除了兴建学校、道路之外，捐赠柴油发电机、汽油发电机等设备供村

内自行发电，解决部分村民晚上照明需求、电视机用电需求，亦成了一项主要的项目。据中

山火炬开发区统侨办 2010 年编撰的《侨捐纵览》显示，朗尾、新村、大岭、西桠、小隐、

海傍、灰炉、珊洲等村，均拥有由华侨、港澳同胞捐建的发电设施。

超常规发展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作为著名的侨乡，张家边区成为中山最早设立“三来一补”企业

的镇区之一，并且发展的速度亦处于珠三角领先地位。电力的需求随之而来。1987 年 11 月

中山港出口加工区的规划建设，对电力的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0 年 3 月，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为电力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政策前提。1993 年 1 月，张

家边区、中山港区、火炬开发区实行三区合并，电力建设真正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1995 年张家边供电公司成立，负责区内的供电业务。之后，“张家边供电”和“中山港

供电”合并，成立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其后再更名为中山火炬开发区供电分局；2002 年，

改称为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成为中山供电总公司属下的管电机构，主要负责火炬开发区及

24 个自然村的供电。

供电公司下设安全监督组，负责高低压电网的施工和日常安全检查；用电安全检查组，

负责对所有供电用户进行安全检查；急修班，实行 24 小时服务，负责排除用电故障，保证

供电正常。

供电公司成立后，2000 年又组建了专业的安装公司，区内企业的供电服务与用电管理

逐步走向专业化。

1980 年 7 月，随着张家边变电站在大环桥边建成，区内无变电站的历史得以终结。该

站电压等级为 10.5/35 千伏，容量 7200 千瓦，线路电压 35 千伏/29.9 公里。此时，区内各

行业和民用电全靠这变电站供电。1994 年该变电站被拆除。

随着引进外资企业数量的快速增多，电力需求急增。1985 年，中山第一柴油机发电厂

以 35 千伏的线路向张家边变电站送电。

1987 年 6 月 4 日，位于中山港大道侧的中山港变电站建成，电站电压等级为 10.5/110
千伏，安装有 3.15 万千伏安主变压器 1 台，缓和了用电需求。1993 年，中山港变电站增容

1 台 5 万千伏安主变压器，次年上半年完成第二台主变容量为 3.15 万千伏扩建工程，装机容

量达 12.925 万千伏安，新增高压输电电缆 21 公里，低压输电电缆 5.8 公里。1995 年新增

10 千伏安线路 44.99 公里，其中架空线路 39.54 公里、电缆 5.35 公里，新装自备变压器 45
台，全区变压器达 277 台，新增装机容量 11685 千伏安，总容量 68440 千伏安。1998 年 110
千伏二洲变电站在沿江大道侧建成，安装有 1 台 4 万千伏安主变压器，解决了健康基地和沿

江路沿线供电问题，之后再增容 2 台 4 万千伏安主变压器。1999 年 110 千伏沙边变电站在

沙边路建成，安装有 2 台 4 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003 年，西桠变电站建成，安装有 2 台 5
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004 年灰炉（逸仙）变电站建成，安装有 2 台 24 万千伏安主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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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5 年，全区有变电站 6 座，高压线路总长 330.23 公里，10 千伏电缆线路 94 条，

总长 201.38 公里；10kV 环网率为 54.46%，装变压器 1040 台，总容量 56.7 万千伏安，专用

低压线路 963 公里。至此，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供电建设初具规模，为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

础。至 2016 年，全区有变电站 14 座。

回忆起那段辉煌的发展历程，当年主管机电安装的孙茂容深有感触。他说，在其退休前

20 多年的时间里，正是火炬电力快速发展的时期，但自己只是重复做着两大类工作，一类

是不断地架设新的输电线路，另一类则是不断地为旧线路扩容。在那个年代，工业开发区规

划征地到哪里，新的输电线路就架设到哪里。可是，那个时期架设的输电线路，基本上每三

四年又要扩容更换一次电缆。看到那些被拆换下来的较细小的电缆，还挺新的，但还是要被

更粗大容量更高的电缆所取代，心里总是觉得很可惜。那些输变电设备还远未到使用年限，

就因容量不够而被淘汰。由于技术的更新换代，淘汰下来的输变电设备再也没有机会被使用，

真的有点心痛。但是，没有更新就没有发展。

孙茂容工作至 2010 年退休，退休后随子女到美国养老，他说在美国许多乡村至今仍使

用着半个多世纪前设置下的木头电线杆，电杆上悬挂着的常是三四十年前生产的老设备。这

从侧面印证了火炬开发区电力建设的飞跃发展。

错峰用电的日子

中山火炬开发区设立之后，优良的地理环境、良好的配套设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了

大批中外企业落户区内。20 多年来，区内用电量一直以每年两位数增长，其中 1996 年和 2002
年的供电量增长更高达 46%和 32%，这标示着两个企业发展高峰期。中山火炬开发区的工业

用电量一直稳占总用电量的 85%以上，突显出区内工业经济的强劲增长。

20 多年来，中山火炬开发区电力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扩容增量的历史。进入 21 世

纪，火炬开发区电力建设高速发展，仅就 2000—2005 年火炬开发区供电设备线路的几个数

据就可见一斑：装变容量从 25.5 万千伏安增至 56.71 万千伏安，增长了 1.22 倍；高压线路

总长从 241 公里增至 330.23 公里，增加 37%；供电变压器从 526 台增至 1040 台，增加近 1
倍。

尽管如此，20 多年来，中山火炬开发区内的企业仍年年听到一个指令：“错峰用电”。

“错峰用电”就是指错开用电高峰期用电，也就是指根据电网负荷特性，通过行政、技

术、经济等手段将电网用电高峰时段的部分负荷转移到用电低谷时段，从而减少电网的峰谷

负荷差，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电网安全性和经济性。许多大城市或者工业城市因用电紧张、

供电不足，供电部门为了保证一些较为重要的部门（如职能部门、医院、学校等）的正常用

电，不得不对一部分企业、区域用电户进行用电时间的调整，错开分配，对某些企业、工厂

在一定的时间内停止供电。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电力供应不足，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企业常遇到一周停电一天，甚

至两天的情况，以致不少企业为了保证正常生产而不得不自备发电机组。

进入 21 世纪后，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有了较大的好转。但到夏季，中山火炬开发区的

企业被要求错峰用电的情况仍时有发生。2003 年 8 月 28 日的《中山日报》有这样一段报道：

“日前，火炬开发区客商服务中心根据区内用电大户较多，对电力需求旺盛的情况，召开相

关企业代表参加政策见面说明会，……鼓励企业在峰谷时间合理安排生产，避峰就谷，降低

生产成本。并希望与会企业不要因自己生产需要而强行用电。同时向企业提出了最新的情况

和信息，为企业合理安排生产提供保障。与会企业人员对峰谷用电电价调整方案表示支持，

对目前供电情况给予谅解。”

为了满足区内强劲的用电需求，通过 10 多年不懈的努力，中山市电网建设取得了骄人

成绩。现在，中山火炬开发区内的“错峰用电”已从过去的电力短缺，逐渐过渡到提高电力

供应整体的效率与效益，节约能源，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上。根据中山市政府的招商引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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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供电公司从 2000 年 4 月 1 日起，对区内的规模用电企业实行等级优惠政策。以月

用电量达 35 万千瓦时为基数，将超过此基数的用电量分 10 个等级，按月电量递增、电价递

减的办法予以减收电费，最高的递增电量每千瓦时减收 0.10 元；从 2001 年 4 月 1 日起，对

月用电量达 100 万千瓦时及以上的用电大户，在谷期(指每天 23 时至次日 7 时)用电实行优

惠，每千瓦时减收燃料附加费 5 分钱；2002 年调低工业用电电价 4.5 分钱。为切实减轻企业

负担，供（配）电负荷费也停止收取。

被赋予新内涵的“错峰用电”，继续对用电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

个性化服务的日子

在旧体制下，由于供电专营，而且电力供应长期处于不足状态，供电系统的服务水平一

度成为短板。

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成立以来，顺应时代要求，积极转变作风，努力配合改革开放的招

商引资工作，主动提出了“为客户度身订做‘个性化服务’，让供电部门围着客户转”的服

务理念。

中山火炬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曾创下了无数个当年签约落户、当年投产、当年产生

经济效益的辉煌项目，这与供电公司的主动介入、积极配合密不可分。

台湾宏碁电脑公司是较早落户中山火炬开发区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大客户。该公司于

1999 年 8 月 15 日，在中山火炬开发区生产出第一片电脑主机板，从打桩到投产仅用了 317
天。如今，该公司已发展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同时也是中山火炬开发区内最为大型的企业

之一。

回忆起为宏碁电脑安装供电、变电系统的往事，洪澄波、孙茂容、肖康生等几位亲历者

至今记忆犹新、兴奋不已。作为一家现代化的大型高技术企业，宏碁电脑公司对供电、变电

系统有极其严格的要求，从配置、技术等都与当时内地的供电习惯大为不同。其中，将变压

器安装在厂房 2 楼的做法，就是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的安装人员从未接触过的。

为此，火炬开发区的电力人主动沟通，积极配合，在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前提下，

从厂房负载、布线留位等尽最大可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为安装变压器这个庞然大物，

他们要拆开 2 楼的外墙，找来起重机，还解决了变压器平移推送就位等难题，解决了一系列

先前他们从未遇到过的、至今仍为非专业人士所不能弄懂的技术难题，保证了客户的按时投

产，获得了客户的好评。当时这一个性化优质服务事例还被刊登在《南方日报》上。在中山

火炬开发区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类似的为企业提供良好个性化服务的例子还有很多。

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对外资企业的服务是这样，对市民的服务亦如此。他们提出了“服

务无止境，便民最重要”“用户的实际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的工作目标。他们大胆

打破行规，在原来急修班的基础上成立“便民服务队”，把服务的内容细化，服务范围拓宽。

从此，诸如居民用户家中灯泡烧了、保险丝断了等细小故障亦代为处理。只要客户有需要，

服务队保证 24 小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根据客户个人实际情况以

及个性需求，推出一对一贴身服务，客户办事无需多次往返供电营业大厅；逐步转化营业厅

的角色，把过去非得客户到供电营业厅才能办好的事情，现在通过电话就能办妥，或者由营

业员到客户家中办妥。客户足不出户，只要坐在家中签名验收就可以了。

2000 年 6 月，火炬开发区供电分局营业班获“2000 年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称号。

“两改一同价”大改造

时光进入 20 世纪末，中山火炬开发区的各项开发建设已初具规模，多个以工业园区建

设为主题的项目开发得如火如荼，其中不少项目由于发展良好进行了增资扩产，有些甚至是

多次增资。这些喜人的成绩，与工业园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理念密切相关，电力供应

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此时，整个开发区的电力供应布局已具现代化规模。

但与此相对，中山火炬开发区原有的 24 个自然村，农村电网仍处于极为原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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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电力供应不足，几乎各村都要自备发电机，电网还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农村居民家庭

竟然要在 220 伏的电路上使用 110 伏的灯泡才能正常照明，居民家庭自备升压器成了普遍的

现象。

孙茂容对当时的情况至今记忆深刻。他举例说，当年他发觉灰炉村的电损率竟高达 36%，
他以为是有人偷电，但经过仔细勘察，才发觉全村采用仅 6 平方毫米的铝制麻皮线供电，线

路达几公里，超长的线路及落后的设备导致了严重的电损，用户也无法正常用电。与此同时，

农村用电户却要承担高额的电费及电损费。

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1998 年 10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98﹞134 号文件

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的请示》；1999 年

2 月 4 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的意

见》。（即“两改一同价”工程。）

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供电部门乘着这股春风，开展了区内 24 个自然村的农村电网改造。

区内原有的农村电网，用洪澄波、孙茂容的原话表述，“是在七八十年代，一手一脚亲

自一根一根电杆竖立起来的”。洪澄波自豪地说：“当年我爬遍了区内所有电杆。”初期，他

们用杉树、木麻黄等木材做电杆，一根一根用肩膀抬着，沿路架设。后来，就自己动手浇铸

水泥电杆。那些水泥电杆由于早期手工制作质量不好，以致后来电网改造时，爬上电杆时水

泥会一块块地往下掉，情况吓人。说到当时的工作情景，孙茂容调侃说，自己从供电系统退

休，是“安全降落了！”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第一期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总投资规模为 1893 亿元，各地供电公

司在实施时，采取了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地方筹资等多种方法联合解决资金问题。

孙茂容作为火炬开发区“两改一同价”实施的负责人，切身感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情欢

迎和积极支持。当年，对于那些影响电网安全的私人果树，村民们二话不说，同意进行修枝

移位；要借用民宅屋角架线，村民们大方同意。

至 2002 年，中山火炬开发区供电分局共投入 7500 万元，完成了对辖区 24 个自然村的

电网改造工程，提高了农村用电安全系数，降低了电损，优化了农村投资环境。农村电价先

后 3 次降低，仅此一项就为农民减轻 2275 万元的负担，提前 3 年实现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

农村实行到户电价的要求。

从此，火炬开发区村民的家用升压器成了“文物”，看电视亦不再需要使用蓄电池，农

村的电气化生活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安装家用空调迎来了一个新高潮。“两改一同价”工

程还接管了用电户自行投资的用电引线、变电设备，供电公司负担了这部分设备维护管理所

引起的各种费用，从此开启了供电公司负责送电至用户建筑红线边上的历史。

如果说，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是从硬件上解决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电力瓶颈问题，那

么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用电管理问题。“两改一同价”是一项造福广

大农民的实实在在的德政工程。

国际化客户 国际水准服务

进入 21 世纪，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成为中山市年供电量排名前三位的公司之一，其售

电量于 2000 年超过 4 亿千瓦时，到 2005 年已达 10.8441 亿千瓦时，增速迅猛。

由于服务客户多、业务量大、电网结构复杂，为使管理更有效率，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

进一步理顺对配电的专业技术管理，营造大技术、大安全、大营销的格局，强化对基层供电

公司的管理和监控。从 2007 年 8 月开始，该公司就实行市直属管理，不再隶属农电、城郊

总公司。

公司的升格，更体现在用电服务的规范和质量上。火炬开发区外资企业众多，客户来自

不同的国家，在管理习惯上，他们会带着自己本国的模式来要求供电企业为其提供服务。孙

茂容回忆说，当年为日资企业提供服务，日本的投资者不但认真地审核、评估了他们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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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甚至还要求跟随他们到供电公司员工饭堂一同吃饭，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初时，他

们对日商的做法大为不解，但为了做好服务，也都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火炬开发区供电分局领导经过多次走访客户，反复调研，制订了以公平负担为基础的《工

业园区 10kV 线路投资方案》，经中山市政府与广东省广电集团审批后予以实施。按国际惯例

率先实行高压供电到户，虽然增加了供电企业的运营成本，但减轻了客户的经济负担，促进

了火炬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

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成为市直属供电公司后，更带来了新气象：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

供电服务措施更为得力，追求体现真正的国际水准。2007 年 8 月，火炬开发区经贸办有一

个“七三零”项目，需要进行紧急通电，希望几天内完成。可是，正常的工作日至少也要

22 天。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充分利用成为直管公司的便利，省去繁琐的报批手续，直接落

实到个人跟踪。几天后该特殊项目如期通电。“高效率！达到了国际水准。”项目的负责人对

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国际水准”并非一句空话，更非一日之功。为了加强施工现场动态监察工作，杜绝习

惯性违章行为，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每周、每月编制好周度现场监察计划，并严格按计划开

展监察工作，确保对施工现场百分百到位监察，同时还做好每周和每月的现场检查总结。在

现场检查中，安监人员严格执行《中山供电局反习惯性违章督查实施办法》，深挖施工过程

中的习惯性违章行为。多年来，均实行安监人员到达现场监察，合格率达 100％。

中国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先必利其器。”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深明此理，十分重视

做好安全工器具维护管理工作，确保其状况良好。该公司坚持每月一次检查安全工器具的状

况，督促生产班组做好安全工器具的维护管理、定期轮检工作，及时更换不合要求的安全工

器具，确保安全工器具在健康状态下使用，确保人身安全；同时坚决整治违章建筑，营造良

好的供电环境；严格按照国家《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及省、市有关文件的

要求，坚持不懈地开展此项工作。其间，该公司除了向群众、用户宣传相关政策，做好思想

解释工作外，还加强与区安委会、区执法分局等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争取政府部门、社会

各方对该项工作的支持，督促责任部门对违章建筑进行整改，做好资料归档管理、汇报工作。

2007 年 9 月，中山广盛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和中山金源高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高层，在

接受《中山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不是为了一家企业，而是在为整个

火炬开发区的企业服务、为整个火炬开发区的企业相互协调、全力帮助，因而所有的企业都

在其帮助下，顺利发展。

自 1998 年公司合并组建以来，火炬开发区供电公司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各项业务不断

向前发展。至 2016 年，该公司年供电量达亿千瓦时，安全工作实现 4 项重大事故为零的目

标，为整个中山火炬开发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企业文化建设得到了和

谐发展，整个公司呈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带动公司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向前迈进。

有意思的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曾多次追问，20 多年来，火炬开发区的供电事业历经

了哪些重大事件、关键发展节点，可洪澄波、孙茂容、肖康生等几位各个时期的亲历者都回

答说，中山火炬开发区的电力建设，每一步都十分关键，20 多年来，他们在不断架设新线

路和不断扩容旧线路中度过。

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山火炬开发区的电力建设，也是在一步

一个脚印地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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