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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 7:00~04 日 18:00��
吴沟支线 37# 杆、43#-49# 杆线路
改造。 （余顶村委、庙沟村委、吴沟村
委、竹川村委、龙源公司、鸿基碳素
厂、瑞华铝业公司、辉煌铝业公司、三
通建材厂、杨子碳素厂、兴旺实业公
司）（早停晚送）

4 月 4 日 8:00~18:00��马 9
板马军线线路检修。 （杨垌、五龙寨、
五四新村、新星机械、三力金属、神钢
机械、永昌化工、强达建机、驰伟节能
建材、鸿鑫电子、71834 部队）

4 月 4 日 8:30~18:30��坛 8
板坛西线线路检修。 （西张寨村、碾
徐村、柿园村、樊寨村、71834 部队、
坛山热力公司（备用电源）、刘禹锡
公园、易升合基建、五洲国际、春晨源
（翟寨社区）、春晨源（碾徐社区）、
豫德隆循环利用、润旭德机械、山推
机械、明鸿柳工、豪马电器、瑞龙实
业、河南通信电缆厂、豫发通信器材
厂、悦丰研磨、大海寺、隆基建设、汽
校、荥阳无塔供水、荥燃加气站、中原
清洁能源、海格经纬、海格置业）

4 月 9 日 8:00~18:00��乔 3
板乔玉线、乔 4 板乔工线、乔 6 板乔
佛线线路检修。 （洪界、梅河福安、联
华机械、张书功、佰辰瑞通、永盛耐
材、金力金属、白鸽集团、中原铝业、
恒通铸造、中国石化）

4 月 13 日 8:00~18:00��乔 16
板乔李线、 任庄 9 板龙港线线路检
修。 （南街队、井沟北、汪庄南、电影
院、菜市街、西街、西关、南关、井沟、
北街、东关、东街、土桥沟、魏河、三里
庄、阴赵寨、李克砦、城关乡政府、杨
垌一队、中医院、荥阳二高、汪兰台、
河沟、龙港、小西街南、五龙冶金、振
恒机械、 郑州裕德兴新材料有限公
司、 郑州人和超硬材料有限公司、郑
州顺和塑料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荥阳
瀚宇）

4 月 13 日 8:00~16:00��任庄
4 板陈沟线线路检修。（索河河沟村、
任庄村、陈砦村、陈沟村、蔡寨村、郑
州宝翔石墨制品有限公司、荥阳市建
新建材厂、郑州博泰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郑州博元金属机械有限公司、郑
州市荥阳力达机械制造厂、郑州盛祥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荥阳市信和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河南天雨泵业有限公
司、 河南省荥阳甲醇钠有限公司、河
南省松光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4 月 14 日 8:00~18:00��乔 20
板乔场线、乔 21 板乔沈线线路检修。
（陈寨、孙砦、沈洼、韩村、东郭、张王
庄、狮村、聂楼、种子岗、康寨、武陈
台、印明实业、中南阀门、华熙酒业、
三力机械、中阳商混、恒发化工、巨鑫
机械、南苑春光、福泽家园、聂楼社
区、预备役、隆兴小区、翠园、元正置

业、新大城、社会养老中心、建勋机
械、鑫泰来、化工助剂、苍龙印务、冯
喜国、宇航汽配、天方置业、现代电
机、方圆商贸、宝丰农化、通利机器、
三得利、七星城建、领域建设、翠园公
司、亨源通置业公司、豫鑫玻璃）

4 月 14 日 8:00~12:00��成 35
板成演线、成 36 板成武线线路检修。
（八小、二幼、蓝山玖樾、新区名苑、
银海广场、鑫欣佳园、阳光现代城、博
大面业、荥阳高中、海龙大酒店、京城
办事处、国税局、京城花园、自来水公
司、蛟龙水泵、海天消防、鑫源制衣、
京河湾、五保幸福园）

4 月 14 日 8:30~18:30 坛槐线
坛苜干线 01#-36# 杆线路检修。
（二铺村、郑州商业技校、亿德隆、荥
阳交通巡逻大队、豫龙镇政府、荥阳
审批大厅、荥阳产业聚集区、西格玛
科技、中原商贸城、郑州广志职业技
术中等专业学校、 二十一世纪住宅、
廿铺社区、世唯塑胶电线、云中云食
品公司、彦峰塑料包装、长虹磨料磨
具、恒益重工、茨山建筑安装、金博研
磨工具、祥盛商贸、隆城吾悦房地产、
高格中央空调、荥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通合充电服务有限公司、隆兴
置业）

4 月 15 日 8:00~12:00 成 21
板成唐线线路检修。 （黑张村、 万业
世纪广场、东区基督教堂、汉飞壹号
华府、玉林木业、和佑尊长园、博大公
用变、田福群台区、中亚阀门、亿嵘玻
璃、春天盛华、茹寨、刘村）

4 月 15 日 8:30~18:30��襄 42
板襄南线线路检修。 （石柱岗、 南张
寨、南郝砦、兴国寺高砦、李沟、梁砦、
瓦屋孙二砖、平洋耐火材料、五建混
凝土、天城商品混凝土、巨力实业、中
原商贸城、宇港磨料、众通中原汽车
服务、嘉和食品厂、中仁水务、国奕实
业、郑州市西一中学、郑州信息工程
职业学院、春晨源(合村并城)、春晨
源(石柱岗社区)、中石化加油站(郑
源)）

4 月 17 日 1:00~06:30��汜水
变 10KV 各出线板负荷倒接。 （韩
村、前白杨村、薛村、金安玻璃厂、建
发防腐、汇城混凝土有限公司、清静
沟村委、赵村村委、口子村委、虎牢关
村委、南屯村委、宇明阀门集团有限
公司、汜水镇政府、汜水卫生院、幼儿
园、清静沟村委、汜水村村委、周沟村
村委、虎牢关村委、廖峪村委、十里堡
村委、南屯村委、河南康泰药业有限
公司、宇明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周沟
村委、老君堂村委、东河南村委、河南
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利丰化
工有限公司、郑州光大阀门制造有限
公司、 荥阳市金星助剂有限公司、荥
阳市天成辅料加工厂、郑州市瑞浦重

工有限公司、清静沟村委、滹沱村村
委、东河南村委、老君堂村委、新沟村
村委、郑州金安工业技术玻璃有限公
司、金安技术玻璃厂、荥阳市鑫钰碳
素有限公司、郑州市纪元漂染有限公
司、荥阳市汜水镇人民政府滨河尚城
社区）

4 月 17 日 8:30~18:30��北 8
板北厂线、北 11 板北魏线线路检修。
（毛寨、贺砦、寨杨、晏曲、焦寨、庆余
置业、五星盛远工贸、予龙特宽幅织、
多瑞多实业、博宇农业、邦得化工、荥
阳市电器厂、双裕实业、欣宝工贸、贺
北林场、亿立实业、天工锻造机械、住
房和城乡规划、韩氏服饰、紫依服饰、
船王焊材、恒丰包装彩、翎羽新材料、
芙蓉服饰、亚辰服饰、瑞特彩印、正通
食品科技、原子高科医药、美小鸭服
饰、佰新实业、洁丽洗衣、海塑包装科
技、圣普太阳能、同鼎机械、同胜祥酒
店管理服务、快乐屋(郑州)服饰、阳
光油脂集团物流园、麦尚食品、大禹
消防器材、德瑞普测绘仪器、神农膨
化饲料、盛博达电机、郑锅容器、星光
光电科技、 荥阳市燃气有限公司、西
雅图创新产业园、腾马服装、紫罗兰
服饰、杜鹃鸟服饰、华盟农牧股份、双
银机械制造、佰沃新材料、瑞锦科技、
广联畜禽、大德农牧科技、丰瑞生物
科技、升元牧丰饲料、亿万饲料、博鳌
建材科技、万盟置业、邦农饲料、王牌
生物科技、鑫尔服饰、荥阳市荥燃燃
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郑泵科技、宏
昌坯布有限公司）

4 月 21 日 8:00~12:00��曹 36
板曹河线线路检修。 （中国银行、思
达超市、 建业商贸、 建行、 商业街
2#3# 台区、砂轮厂颐园小区、平原
小区、检察院、郑州阀门厂、联通公
司、移动公司、工行、农行、人行）

4 月 21 日 08:00~12:00��曹
37 板曹演线线路检修。（三得利鑫源
小区、环保局公变、地税局、曹李 1-4
组东、基正盛世名苑、奥特花园、弘嘉
阳光园、永泰花园、六零厂公变、电信
局公变 1#2#、盛达新村、鸿禧堂、海
世鸿阀门、田砦村、四中、四小、京城
农贸市场、城管执法局、御景阁、刑警
二中队、黄河水利委员会、青苹果幼
儿园、检察院公变、鑫玉置业）

4 月 23 日 1:00~16:00��王河
变 6KV 各出线板负荷倒接。 （王河
村、石庄村、分水岭村、窝张村、陈家
岗村、花河村、架子沟村、庵上村、扶
贫小区、刘河第 2 社区、康晖置业、刘
河卫生院、刘河中小学、居易五云山
旅游公司、徐沟村、反坡村、官顶村、
郑州绿麒麟奶牛有限公司、 宏利石
料、矿山资源有限公司、张柠石料厂、
庙子、环翠峪管委会、中小学教育基
地、庙子卫生院、王河村 、刘河村、庵

上村、永泰陶粒砂、宇翔陶粒沙、四通
矾土、刘河镇政府、刘河镇第 1 社区、
申庄村、任洼村、徐沟村、小寨村、瑞
祥碳素、上海古猿人、永泰陶粒砂、德
益矿业、晶森彩印、豫元包装、钰鑫混
凝土、翟沟村委、石井村委、石坡村
委、王宗店村委、车厂村委、老庄村
委、崔庙村委三山河、崔庙镇龙门社
区、华豫石料厂、华鼎石料厂、郑州特
利模具厂）

4 月 25 日 8:00~18:00��峡庄
线线路检修。 （大庙、 北周村、 南周
村、竹叶河、瓦窑坡、石板沟、南周村
社区、雷垌、桃李、殡仪馆、予电低铬
合金、弘兴机械）

4 月 28 日 7:00~19:00��汜水
变 10KV 各出线板负荷恢复。 （韩
村、前白杨村、薛村、金安玻璃厂、建
发防腐、汇城混凝土有限公司、清静
沟村委、赵村村委、口子村委、虎牢关
村委、南屯村委、宇明阀门集团有限
公司、汜水镇政府、汜水卫生院、幼儿
园、清静沟村委、汜水村村委、周沟村
村委、虎牢关村委、廖峪村委、十里堡
村委、南屯村委、河南康泰药业有限
公司、宇明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周沟
村委、老君堂村委、东河南村委、河南
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利丰化
工有限公司、郑州光大阀门制造有限
公司、 荥阳市金星助剂有限公司、荥
阳市天成辅料加工厂、郑州市瑞浦重
工有限公司、清静沟村委、滹沱村村
委、东河南村委、老君堂村委、新沟村
村委、郑州金安工业技术玻璃有限公
司、金安技术玻璃厂、荥阳市鑫钰碳
素有限公司、郑州市纪元漂染有限公
司、荥阳市汜水镇人民政府滨河尚城
社区）

国网荥阳市供电公司
2018年 4 月检修对外停电公告

国网荥阳市供电公司
2018年 3 月 21 日

备注：
1. 因停电检修给客户生产、

生活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 有自备发电机的客户应

做好严格的隔离措施，严禁返送
电至停电线路上，否则引起的后
果由该客户承担全部责任。

3.停电期间若遇特殊天气，
当检修工作不能进行时，停电时
间另行安排。

4.提前送电不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0371-661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