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叶福 毕小婷 校对/李扬 美编/王帅08 特别报道 FAZHISHIBAO

社址：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76号福建大厦8楼（滨江路与文明东路交汇处） 邮编：570203 电话：社办65986002 传真65986019 编辑中心65986015 综治新闻中心65986055 市县新闻中心65986010 征订发行咨询65986003 印刷：海南日报印刷厂

1、切断电源。无法切断电源

时，可以用木棒、木板等快速将电

线挑离触电者身体。救援者最好

戴上橡皮手套，穿上橡胶鞋等。

千万不要用手去拉触电者，以防

连锁触电。

2、如果触电的人神志清醒，

呼吸心跳均正常，可将其抬到温

暖的地方静卧，严密观察，暂时不

要让其站立或走动，防止引发休

克或心力衰竭。

3、如果触电的人呼吸停止而

脉搏存在，应使其就地平卧，松解

衣扣，打开气道，立即进行口对口

人工呼吸，有条件的可用气管插

管，加压氧气人工呼吸。也可针

刺人中、涌泉等穴，或让其服呼吸

兴奋剂。

4、对心搏停止而呼吸存在的

人，应立即作人工胸外按压。

5、呼吸心跳均停止者，则应

立即进行心肺复苏，以建立呼吸

循环，恢复全身器官的氧供应。

发生触电事故时，即使严重到“假

死”状态，如果能抢救及时救护得

法，绝大多数也能化险为夷，转危

为安。

6、在抢救过程中，不要随意

移动伤员。送医院抢救的途中，

注意保暖，严密观察触电人的呼

吸、心跳、血压等。在医务人员未

接前不能停止急救。

7、将灼伤或起泡的皮肤表面保

护好。灼伤的范围一般很小，但症

状却都很严重，因此，要用干净布料

覆盖伤处包扎，防止伤口感染。

电力设施很脆弱 经不起乱碰乱摸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呼吁：保护电网安全人人有责

□本报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林娟

随着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

扩大，电力设施遭受外力破坏的事件

也屡见不鲜。外力破坏电网安全事件极易造成

大面积停电等影响后果，防控外力破坏已成为

当前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南

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呼吁：保护电网安全人人

有责，希望社会各界能参与到防外力破坏中来，

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共同营造全

社会保护电力设施的浓厚氛围。

今 年 6 月 13 日 凌 晨 3 时 05
分，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管
辖的 110 千伏玉桂仁线因接地回
流线被盗导致跳闸，110 千伏桂林
洋站、高校站、仁定站及 35 千伏演
丰站转由 110 千伏玉高仁线单线
供电。6 时 20 分，110 千伏玉高仁
线路也紧急停运，110 千伏桂林洋
站、高校站、仁定站及 35 千伏演丰
站紧急停止对外供电，导致灵山
镇、演丰镇等地出现大面积停电，
抢修刻不容缓。

然而当海口供电局抢修人员
赶到位于滨江路附近的 110 千伏
玉桂仁高压线铁塔下时，却发现
事情并非跳闸这么简单：扑面而
来的尽是线路的塑料固套烧毁后
的焦臭味，两段被烧至漆黑的接
地回流线散落在铁塔下两侧，且
断裂的切面十分光滑——这显然
是人为破坏的痕迹。在现场，抢
修人员也发现数米的接地回流线
无法找到。可以断定，这是一起
性质恶劣的电力设备盗窃事件。

“凌晨 4 点 10 分我们赶到了
现场，发现高压线上的接地回流
线已经被盗，现场有烧焦和爆炸

过的痕迹，供电线路也由于接地
回流线的缺位而烧毁，以至于周
边的多个变电站无法正常运行，
严重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海口
供电局输电管理所副所长邢波直
言。

据介绍，所谓“接地回流线”
是沿着电缆线路平行敷设一根两
端接地的绝缘导线，其作用便是
帮助高压电线泄压泄流，如果将
高压线路比作日常居家的电线，
那么接地回流线便相当于“保险
丝”。但正是由于其内部使用了
有保险作用，带绝缘层的铜芯电
缆，引起了一些不法分子的觊觎。

据了解，由于 4 处变电站因
110 千伏玉高仁线跳闸而紧急停
运，造成的损失负荷达 63.3MW，
约占海口地区全部负荷的 5%，影
响灵山、演丰地区、桂林洋开发区
及 高 校 片 区 约 25000 户 客 户 用
电。其中重要生产企业包括美兰
机场二期、江东新区起步区部分
项目、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和海口美盛药业加工有限公司
海口美盛乙炔厂等，经济损失约
1200 万，其他损失不可估量。

供电高压线被盗损失超千万元

6 月 25 日中午，在万宁市礼
纪镇红群村委会洪井园村，一只
长二三十米的超大型风筝掉落在
万宁 220 千伏红石变电站送出的
110 千伏红神新Ⅰ、Ⅱ线上，造成
神州、新梅站两条 110 千伏线路失
压停运。当天恰逢端午节，事故
导致神州半岛、石梅湾等万宁市
重要旅游度假区域供电中断，1 万
多供用电户供电受到影响。

“在端午节，万宁民间有放超
大风筝的习俗，今年市民放风筝
比往年多。而这一次事故造成多
个重要旅游地区供电受阻，影响
用户 11977 户，经济损失 15.75 万
元，是历年来损失最大的一次。”
南方电网海南万宁供电局安全监
管部负责人刘渊堂说。

“此次大面积供电中断，在社
会上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刘

渊堂坦言，万宁供电局工人经过 7
个小时的紧急抢修，才得以恢复
电力供应。事故造成经济损失逾
15 万元，电网负荷损失 18.7 兆瓦。

据了解，在此次大范围停电
事件发生后，万宁供电局立刻和
镇政府等相关部门、辖区派出所
沟通联系，通过政企联动努力推
动以案促改机制，加强群众保护
电力设施意识。

据统计，2018 年至 2019 年，万
宁电网 10 千伏及以上线路遭受外
力破坏 25 起。今年以来，万宁电
网 10 千伏及以上线路遭受外力破
坏达 12 起，包括因风筝掉落高压
线路、采摘槟榔触碰高压线路、暴
力施工破坏电缆等多种外力破坏
行为，不仅严重危及到电网运行
安全，还存在极大的人身触电安
全隐患。

一只风筝致1万多户断电

今年 7 月 14 日，南方电网海
南儋州供电局联合儋州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中和派出所，深入中和
镇江水弦村、吕坊村开展反窃电
专项行动，现场查处窃电用户 7
户，抓获窃电违法犯罪嫌疑人 7
名。目前，该 7 名嫌疑人已被公安
机关执行行政拘留。

当天 10 时许，工作人员对用
电户羊某某的电表进行排查时发
现，羊某某的电表已经被人为破
坏过，电表内部的火线、零线的输
入、输出端被人为短接，造成电表
计电量明显减少。

“电表的火线输入输出端和
零线的输入输出端被短接后，电
表少计电量 60%以上，而且电表寿
命会减短，需要经常更换，造成我
们人力、物力、财力损失。”儋州供
电局市场营销部主任周善位介绍
说，村民擅自更改电表内部结构，
造成用电量数据变化的行为，属
于窃电行为。

儋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有关
负责人介绍，很多窃电者都没有

意识到，电属于商品，窃电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情节的，公安机关可
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 处 罚 条 例》有 关 规 定 予 以 处
罚。窃电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安全
监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供应保障，呼
吁广大市民齐心协力，共同保护电
力设施安全。自觉遵守电力设施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
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
施，不得在海底电缆保护区内抛
锚、拖锚，不得在依法规定的电力
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
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
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
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
全的物品，不得在架空导线两侧各
300 米的区域内放风筝，如发现有
人蓄意破坏电力设施时请立即报
警处理。

7名窃电违法犯罪嫌疑人被行拘

●触电急救措施●

66 月月 2525 日日，，大型风筝掉落高压线路造成停电后大型风筝掉落高压线路造成停电后，，南方电网海南方电网海

南万宁供电局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南万宁供电局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 吕光明 摄

高压线被盗后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抢修人员在积极恢复送电高压线被盗后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抢修人员在积极恢复送电 杨永光 摄

涉事的大风筝涉事的大风筝（万宁供电局供图）

高压线被盗后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抢修人员在积极恢复送电高压线被盗后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抢修人员在积极恢复送电 杨永光 摄

南方电网海南儋州供电局工作人员正在拆除窃电电表南方电网海南儋州供电局工作人员正在拆除窃电电表 翁一平 摄

南方电网海南儋州供电局联合公安局开展打击偷漏电南方电网海南儋州供电局联合公安局开展打击偷漏电 翁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