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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变间隔、2号主变间隔、10kV1号电容器、2号电容器
10kV高东源线：鲁家村、刘家村、刘家抽水、高芩村、扇
子田村、毫溪田村、蒋忠华食品厂、兴安县捷胜水泥制品
厂、石岩寺村、塘头加工、汕塘村、汕塘砖厂专变、李稳专
变、洞上村、潘家村、梅溪桥村、塘头村、东宅村、移动基
站、联通基站、山脚底村、崇山村、社背村、立支背村、独
各电力用户：
石移动、大石联通、大石4-5队(
温
家桥拱)
、
大石1-3队、大
公司专变、恒丰塑业专变、甘棠江排水公司专变、湘潭
元村、扒田头村、扒田头移动基站专变、江元村、黄土源
由于客户用电设备的接入及电力设备的日常维护、
石6-7队(
水
塘)
、
大石电站、大石8-9队(
土
城下漏)
、
路建公
村、饲料公司、饲料公司2号、机械水泥厂专变、农业发
村、小冲村、江背2号村、江背村、老古寨村、枫木岭村、高
检修、施工等，计划将以下线路停电施工、检修，停电时间
司1号、民益康果蔬、后龙移动、大石电信、廖学立沙场、杨
展银行
丰头村、水南村、水南联通基站专变、雅吉寨村、五马1号
和停电范围公告如下(
以
下时间为正常计划停电时间，恢
●10月19日8：30-15：30
35kV九屋站10kV九
延林沙场、后龙检查站、兰麻林场、木皮林场一带用户
村、五马2号村、五马3号村、富田洞村、长冲村、长弄村、
复供电时间视当日工作进展情况有可能提前或延时，敬
●10月17日8：00-15：00
县城站10kV县大米厂线
堡里线文家支01开关后段线路
上青龙桥、下青龙
葛元头村、白路洞村、落田村、西坑村、磊石里村、大坪
请市民给予谅解与配合，请在停电期间将用电设备开关
914线路
种子大厦、福寿米业、飞凤阁、桂源林食品厂、
桥、景鑫矿业、顺鑫竹制品厂、黑山植物园、路灯1号专
村、西延冲村、富村、富村移动基站专变、罗家村、内上田
断开，以免提前来电造成不必要的浪
供电公司、局老办公大楼、六合米业、粮食局、桂林中族中
变、富康木制品厂、水泵厂、青狮潭机械厂、文家
村、白腊底村、宅岭村、丰全村、炉背村、大地上村、石板
费)。供电服务投诉举报电话：95598。
药、李子园、老汽车站、酒厂路口、永师药厂、工农兵、阳光
桂林阳朔供电局
岭村。
公寓2号、阳光公寓1号、金城山庄1号、永福县房地产开发
更多电力资讯敬请关注“南方电网
●10月16日7：30-16：30
35kV葡萄站10kV葡白
10kV高高尚街线913：刘田村、秦致军木片加工厂、村2
95598”服务号或登录http：//
公司、飞凤阁、种子大厦、福寿米业、飞凤阁、桂源林食品
沙线911线路白面底支01开关后段线路
白面底村、回
号村、村4号村、磨头村、村1号村、刘英专变、村3号村、邹
95598.
g
x.
c
sg.
c
n网上营业厅，可查缴电
厂、供电公司、局老办公大楼、六合米业、粮食局、桂林中
龙村、杨梅岭老村、杨梅岭新村、矮山门村、堡子底村、
家村、林家访村、高尚中学专变、东山寨村、洋古桥葛家
费、办理业务、报修故障、订阅电费账单。
族中药、李子园、老汽车站一带用户
●10月17日7：30-15：30
35kV福利站10kV福
村、水浸坪村、制药厂专变、金山采石场2号专变、石场专
停电区域 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范围
●10月17日8：00-15：00
三皇站10kV三江头线洞
青鸟线914线路新厂支1刀闸后段线路
桑竹炮竹厂
变、侧头山村、待漏村。
城中供电分局
田支01令克后段线路
洞田一带用户
一带、陈光明加工厂专变客户、阳朔县水利局1号电灌
10kV高西河线921：石家村、虎山村、黄泥背村、高岑砖
●10月16日8：00-12：00
雉安新I
I
线
民航生活区1
●10月19日7：00-20：00
罗锦站10kV罗粮所线路
专变客户、阳朔县水利局2号电灌专变客户、新厂一带
厂专变、毛坪村、白龙桥村、下桥村、下李家村、惠农玉米
号开闭所905、906负荷开关后段线路
民航生活区
迎福米厂、圣杰、镇上1#、镇上3#、林业站、社区米厂、镇
●10月19日7：00-15：00
10kV高安定线山卜扇
杆购销部、田心村、山脚底村、顺隆食用菌厂专变、下川山
政府、河背、粮所、唯佳家居、营林木材厂、章崇荣采石场、林
●10月16日15：00-18：00
瓦窑片I
线
兴进臻园开
2号支01刀闸后段线路
山卜扇村
村、上川山村、路西村、大桥头村、浮石移动基站专变、山
闭所904负荷开关后段线路
兴进臻园
军苟采石场、月山中学、星草移动、鸭场、林又发采石场、王
●10月22日7：00-14：00
10kV白葡萄线921线
弯村、浮石村、大弯村、菜子岩村、灯盏窝采石场、雷家村、
●10月24日8：00-13：30
10kV瓦凯西线平山同心
华连、常山口、安发采石场、张荣荣采石场、马鞍山采石场、
路罗付支02刀闸
木浪岗水库一带、木浪岗电站机房
山塘冲联通基站专变、山塘冲村、白露田村、老岩子山村、
新村1号1刀闸后段线路东城供电分局
同心新村一带
福旺盛柑桔、毅强、海南阳光、冠霖果蔬专业合作社、林军
用电专变客户、罗付村
新岩子山村、石山脚村、乌塘村、大板桥村、大莲花塘村、
苟、林军苟2号、安棉采石场2号、水库管理处2号一带用户
●10月23日7：30-17：30
10kV兴大源线葡萄胆支
小莲花塘村、车田村、晒鱼岭村、上桂村、上桂水库、上桂
●10月18日8：00-14：30
10kV叠桂景线
清风小
●10月19日7：00-20：00
罗锦站10kV罗金鸡线路
01开关后段线路
回龙村、兴坪镇回龙村移动基站专变
移动基站专变、石视背村、下流兰村、大田头村、洙泗洞移
区一带、清风二小区一带、清风路一带、菜园里一带、碧水
下来山、满塘新村、唐小琼建加工厂、满塘老村、李四九、
客户、毛龙彪果园专变客户、大洞坪村、毛继运果园专变
动基站、洙泗洞村、中流兰村、上流兰村、油麻元村、杨家
嘉园小区
余五六打米、板丈电站、板丈、白竹塘、龚村、罗卜陂、阳谷
客户、西塘村、西塘移动基站专变客户、葡萄胆村
园村、西岭背村、禾稿山村、磨里弯村、田中间村、廖贻器
●10月18日7：30-17：30
10kV普东二环Ⅱ线
秀
岭、猪浪头、泥鳅湖、马安桥农场、鱼种场、杉树头、尚水老
●10月24日7：00-11：00
10kV白白沙线911线
专变、邓家村、观音阁村、观音阁移动基站专变、竹元村、
峰苑1、2、3、4、12、13、14、15、19、21栋、秀峰苑X栋、银峰
村、下村、花园头、泗陂头、石塘2#、石塘、马安桥、林口、厄
路夏棠寨1号1刀闸后段线路
夏棠寨村、王本玉专变
寨贝村、南湾联通基站专变、睦光政厂专变、腰古塘村、南
苑1、2、5、6、8、10、11、13、14、15、17、19、21栋、银峰苑门
背、林口鸭场、莫长发鸭场、山达、米田移动、米田果场、碎
客户、旅悦酒店专变客户、
弄村、社门前村、南湾村、南湾移动专变、江村、庙脚村
面 ●10月19日7：30-16：00 10kV三会仙线 普陀路 米田、星草新村、星塘桥、看牛坪、下亮底、星草老村(
分
水
●10月29日7：00-15：00
10kV高高田线洞田支
10kV高尚义线922：宅子上2号村、江东联通基站专变、
闸)
、
星草老村、恋山口、三岔岭、谭江新、温氏、草坪子抽
01刀闸后段线路
洞田村
江东移动基站专变、江东村、宅子上碾米厂、赵祖进木材
一带、东环路一带、朝阳西路一带、吊罗山小区、马艺城一
水、草坪子、石头洞、近山、古座、小连、小玉、桃子坪、金鸡、
●10月30日7：00-17：00
10kV高安定线吊山脚
加工专变、堡里村、宅子上村、龙源新村、大花坪村、小水
带、吊箩山人防专变
蒙岭、大山岭、央塘1号抽水、金鸡河电站、桐山、福塘、央塘
支01令克后段线路
安民新村、花红岭村、古榜村、栗
村、兴安县合发农副产品加工厂专变、茶源口村、小水砖
●10月19日8：00-17：30
10kV七福隆线
漓滨花
2号抽水、八甲、林树成、堡岭头抽水、堡岭头、关天门、大井
木山村
厂专变、塘金山村、大宜洞村、芳塘岭村、十二度村、建设
园一带、东江路一带
头、大井头抽水、河陂头抽水、河陂头、南塑联通、张湾抽
●10月31日7：30-15：30
110kV社门山站10kV
交通管理站专变、大楼阁村、锦煜公司、大塘边村、老庙
●10月22日8：00-17：30
10kV叠穿北线
刘家园
水、江月、吕永成、广子龙、册岭头、册岭头移动、骆家、姜地
兴坪913线路罐口厄支01开关1刀闸后段线路
中国
脚村、木桥头移动基站专变、木桥头村、木桥头2号村、石
一带、新桥头一带、福隆园一带
坪、屯田尾、小河、陡岭脚、永升移动、社背冲、大河、大同、
电信庄头基站专变客户、罐口厄村、仙娘山村、庄头村、
枧背村、水塘岭村、鲁塘村、高塘村、马鞍山村、中洋村、
●10月25日8：00-17：00
10kV七福隆线
东江路
龙岩、高紫寨、牛角湾、初庆养鸡(
莫
桂发养鸡1号)
、
野山、板
庄头加工厂一带、马蹄岭村、年生农业专变客户
下洋村、上洋村、下鬼崽山村、上鬼崽山村、大岩门前村、
一带、福隆园一带
塘)
、
江尾1#、枧洞、厄底、银陂山移动(
江
月移动)
、
银陂山、
桂林临桂供电局
田边头村、刘家村、全家村、上土背村、额头上村、八驾车
●10月29日8：30-13：00
10kV北中北线
芦笛路
塘陂、社厄、屯坪、山峡、拖排岭、三角石、上罗运、下罗运、
●10月16日07：00-18：00
庙黄塘线
白田村、车
村、下土背村、下土背抽水、茗田村、潭美田抽水、潭美田
一带、九华路1号一带、芦笛菜场一带
金福胶合板厂(
袁
光华)
、
下油榨背、甘岭、牵马洞、何有鲜鸡
渡村、邓村、冻头村、古坪村、金凤村、力冲村、莲塘村、廖
村、马栏里村、竹元抽水专变、大风桥村、潭美田联通基
●10月30日8：00-17：30
10kV北芦笛线
巫山脚
场、牵马洞移动、福陂、北江一带用户
思寨村、刘村、刘村新村、毛家田村、南场塘村、坪田村、
站专变、上丁元村、文昌门移动基站专变、下丁元村、石
一带●10月31日8：00-17：30 10kV北芦笛线 巫山脚 安监局开闭所工贸支915开关后段线路；10kV湾政府线
●10月19日7：00-20：00 湾里站10kV湾国税线 青美山村、山上石家、上店村、上全村、上塘村、上下桥、
家堰村、文昌门村、尚义竹元村。
石子塘村、天华上宅村、田边村、西边村、下全村、向东
●10月24日7：30-20：30
严关站/严霞线924/924
一带
电影院开闭所凤山公园915开关后段线路；
工贸、农贸、
村、丈田村、陂头大村、陂头小村、柘村、得盛石材、和容
开关
霞云桥站/严霞线922/922开关
兴安县石材厂
城南供电分局
凤山公园、广电、电信局、万福园、老县医院1号、大岭上一
机械、黄塘砖厂、金源源养猪场、南场移动、青美山移动、
专变、王建武专变、李家凸村、六口岩大村、赵家堰村、赵
●10月17日7：00-19：00
10kV大空疗线06开关至
带用户
创兴砖厂、邓村联通、邓村养殖场、枫木潭景区、凤凰陵
家堰基站专变、练木桥村、岩背村、五百塘村、灵山庙村、
10kV大空疗线04开关段线路
唐家湾、万福路供水加压 912线路●10月24日8：00-18：00
湾里站10kV湾水厂线 园、富新果蔬、温氏家禽、满梓玉农业、发桂农业、辉瑞塑
灵山灰钙粉厂专变、青马矿粉厂专变、架井田村、三桂东
站、唐家湾、万福路照明、李年仓专变、慧通公司、茂翔环
移动、电信、下湾、碧水湾1、2号、廖祖沛、新水
料、温氏畜牧、桂三高速指挥部、桂源生态、胡桥息养猪
村、新良矿粉厂、旺发建材厂专变、张能清专变、顺隆矿粉
保公司、桂林种畜场、徐振强专变、莫秀养专变、莫志勇专
厂、建设局、外滩1、2号、茄子冲一带用户
场、黄双保、黄塘电站、黄塘砖厂、蒋科发、金凤移动、公
厂专变、黄立刚矿粉厂专变、赵松林矿粉厂专变、鑫超矿
变、南村、西村邓家、邓发秀专变、新奥燃气二塘、西村新
●10月24日8：00-18：00
县城站10kV县黄岭线黄
路管理局、桂微生猪养殖、刘村移动、绿城防水材料、坪
粉厂专变、鑫旺矿粉厂、刘世元矿粉厂、兴亿化工有限公
村、西村新村2号一带
岭02刀闸至县城站10kV县南雄线923开关间线路
永发
田经投、青狮潭灌区、秦春亮、秦荣发、山上抽水、上店加
司专变、新华矿粉厂专变、严关口上村、上马石村、李连生
●10月17日8：30-17：00
10kV磨农场线磨农场线
砖厂1#、亿名达、亿名达矿粉厂2号、桂林齐仁食品厂、六福
工厂、上全移动、粟秋成、天华电信、天华果园场、天华移
采石场、毛梨山村、万马矿粉厂专变、旺达矿粉厂专变、新
02开关至磨农场线03开关段线路
花木公司、华侨农场
山葡萄酒厂、鱼排上、鱼排新村2#、档案局、外贸一带用户
动、文福有、吴云竹、西边孵化场、西边加工厂、雄森2号
龙矿粉厂专变、严关灰钙粉厂专变、飞马矿粉厂专变(
杨
三分场、华侨大理石厂、中石化加油站、周柳城、文帮兆专
●10月26日7：00-20：00
堡里站10kV堡九槽线
临时、杨君明、阳礼云、阳年发、阳树旺、阳水养、业青建
迪斌)
、
雪飘矿粉厂专变、金龙灰钙粉厂专变、飞马牌矿粉
变、华侨农场、桂林华侨综合服务公司、沈远荣大理石厂、
914线路
王磊、高堡、甲浪、板峡电站、板峡公变、联通专
材、张任春、张小宾、联合网络、铁塔公司、邬家电站
厂1号专变、飞马牌矿粉厂2号专变、严关口下村、尧上
马家坊、华侨服务公司二分场、禄坊新村、白面山新村一
●10月17日8：00-18：00 会工业园线03刀闸至
村、毛坪村、渡江变施工专变、平安(
龙坪)村、湘洪碾米厂
带 ●10月18日7：00-19：00 10kV大空疗线06开关至 变、移动专变、六岭、联通专变、龙窝、罗卜冲、龙田、远江、
远江移动专变、下拉攸、上拉攸、六斗、堡里垃圾处理中心
10kV会工业园线02开关段线路
上渣塘23队、上渣
专变、建里村、东田村、利和矿粉厂专变、展发塑料厂专
专变、木芽、茶料、长州、香粉1#、香粉2#、大鹅河、桂珠岭
塘1队、中石化、瑞克斯旺育种站、林峰、冬弟纸质品、
变、百利灰钙1号专变、百利灰钙2号专变、百利灰钙3号
10kV大空疗线04开关段线路
唐家湾、万福路供水加压 移动、烂泥田、大力糟、九糟矿山、中村、路坪、九槽、岭头、
天地光纤通信、六顺食品、
专变、兴隆石灰厂专变、大型石场1号专变、大型石场2号
站、万福路照明、李年仓专变、慧通公司、茂翔环保公司、
九槽电站、大波、拉界、三顺口、移动、广东潮、兴泉电站、
●10月17日8：30-17：30
岩交通大厦线人民路
专变、利安采石场专变、鑫其石场专变、天宝石材有限公
桂林种畜场、徐振强专变、莫秀养专变、莫志勇专变、南
大塘、车滩口一带用户
4号开闭所水系5开961开关后段线路
岭上村加油
司专变、枫木山采石场专变、移动基站专变、乐施堂老村、
村、西村邓家、邓发秀专变、新奥燃气二塘、西村新村一带
灵川供电公司
站、交通投资、水系景观4号、玉燕、永福金龙房产、凯
世纪冰川溶洞专变、乐施堂新村、健慈矿粉厂专变、六口
●10月18日8：30-14：00
10kV东横塘线桂林监狱
●10月16日8：30-18：30
35kV灵田站10kV田正义
立达临时
岩小村、一分库专变、兴桂燃气公司专变、界屋坪村6队
3号开闭所桂监宿舍5号
902开关后段线路
桂林监狱
线05刀闸后段线路
塘边、楼底、铁坑移动基站专变、铁
桂林兴安供电公司
村、骏翔石业有限公司专变、界屋坪村8队村、界屋坪基站
职工宿舍一带
坑、移动石家洞基站专变、联通石家洞基站专变、石家洞、
●10月16日8：30-20：00
源河站/源力头线912
专变、界屋坪村7队村、界屋坪村9队村。
/义和桐子坪2令克
●10月19日8：30-18：00
10kV良罗洪线官庄支01
石家洞水管所专变、东焦、和平、豪底、宅庆、岐山、陡田、
义和桐子坪
●10月25日16：00-20：30
35kV上林站/10kV上
刀闸后段线路
大家村、官庄村一带
南美一队、南美二队、公木田、黄兰坪、平丘、金竹、电塘
●10月16日8：30-20：00
源河站/源力头线912
石坑线/西江口支1令克
瑶门前
/麦源介子塘2令克
●10月19日9：00-17：00
10kV北矮山线水南村支
寺、粟洞、电底、正义莫家、正义电站、小乐、下山、毛村、金
麦源介子塘
●10月25日13：30-18：30
35kV上林站/10kV上
01刀闸后段线路
建筑材料厂小区、水南村一带
盆、南村、金狮洞
●10月16日7：30-20：00 界首站/界塘市线/界 石坑线/1令克
石家
●10月22日7：00-19：00
10kV大空疗线农资公司
●10月16日9：00-15：00
35kV大圩站10kV圩开发
塘市03开关、界塘市04开关、界塘市04开关1刀闸、界
●10月25日9：30-15：00
35kV上林站/10kV上石
支02开关后段线路
金驼铃、恒达公司、豪骏装饰、治疗、
区线
上西塘、大圩高中专变、刘义生家具厂专变、兴源
塘市03开关1刀闸
城东八架车村、城子山抽水专变、
坑线/1令克
江口上村
盐业仓库、莫林鑫专变、治疗宿舍、下沙河、新光砖厂、西
水泥厂专变、万顺加工厂专变、大圩方解石厂专变、畔山
城东城子山村、城东收费站、城东光华铺村、城郊稽查
●10月25日7：00-12：00
35kV上林站/10kV上石
部、华优水泥制品专变、城东周家村、城东蒋徐家村、蒋
村新村、沙河新村、路灯专变、邓发秀、广西物资集团桂林
溪谷1号专变、畔山溪谷2号专变、伏家坡非食用冰专变、
坑线/1令克
沙子岩
储运总公司一带
下西塘、矿产加工厂专变、富鑫苑专变、开发区3号、古韵
徐家抽水专变、城东伍家塘村、狮子塘纸厂、城东狮子
●10月26日16：00-20：30
35kV上林站/10kV上
●10月24日7：00-19：00
10kV东龙门线小江老村 新城、金水源、冠鑫商贸专变、漓江上城1号、漓江上城2
塘村、城东井上田村、城东横江头村、鑫富砖厂、日盛罐
柘园线/造里桥支1令克
造里桥
支04开关后段线路
蒋家渡抽水、蒋家渡、黄荣玉专变、
号、开发区2号、商贸城1号专变、商贸城2号专变、市场商
头厂2号、城东新渡船村、汇鑫沙场、新渡船沙场专变、
●10月26日13：30-18：30杜家 35kV上林站/10kV上
大龙门、小龙门、卫雪辉专变、市政龙门大桥、王双英专
住楼、古镇庭苑1号专变、古镇庭苑2号专变、古镇庭苑3号
塘市下南塘村、兴安农药厂专变、兴安农药厂、塘市荣
柘园线/桂果公司支1令克
变、卫家渡、陈世保专变、光辉村、庄家村、桂林市红日机
专变、古圩新城1号箱专变、古圩新城2号箱专变、古圩新
家腊村、塘市七队村、塘市砖厂、塘市志丰砖厂专变、恒
●10月26日9：30-14：30
35kV上林站/10kV上柘
械加工厂、卫家渡村、王家村、苓头村、小江老村一带
城3号箱专变、古镇佳园专变、开发区1号、开发区6号、开
鑫页岩砖厂、塘市页岩砖厂、塘市页岩砖厂、塘市新立
园线/唐家支19刀闸
长冲唐家
●10月25日7：00-19：00
10kV东龙门线大龙门支
发区5号、移动大圩街道专变、菜市、供电所
村。
●10月26日7：00-12：00 35kV上林站/10kV上柘
01开关后段线路
蒋家渡抽水、蒋家渡、黄荣玉专变、大 线矮江支01刀闸后段线路
●10月16日8：30-14：30矮江35kV大圩站10kV圩雄村 /马道岭支45刀闸
●10月17日8：30-19：30
上林站/上石坑线924 园线/台变配电跌落式熔断器
金盆村车田站/车盐铺线912
龙门、小龙门一带
江口马道岭
●10月29日6：：30-21：00
●10月26日8：30-16：00
10kV磨草坪线上村七队
●10月17日8：30-14：30
35kV大境站10kV境永同
●10月17日7：30-20：00
源河站/源力头线912
/912开关
碗厂专变、白竹埔村、客货加油站专变、竹器
支01开关后段线路
草坪水厂、草坪养猪场、草坪上村、
线04开关后段线路
火草坪、熊背岭、谢天狮电信基站专
/白腊头支12刀闸
林业站专变、阳安白腊头村。
厂专变、白竹埔加油站专变、同顺铸造厂专变、玉狮塘
草坪街一带
变、谢天狮联通基站专变、谢天狮移动基站专变、谢天狮、
●10月17日8：30-20：00
源河站/源力头线912 村、七发砖厂2#专变、七发砖厂专变、环球专变、前进砖
●10月26日08：00-16：00
10kV良雁山线雁山镇
田厂、长毛内
/新屋场支90刀闸
力头新屋场
支03开关至10kV良雁山线雁山镇支02开关段线
雁山 发城线路西支01开关后段线路
●10月17日8：30-18：30 110kV北门站10kV北批
●10月17日8：30-18：00
上林站/上三义线921 厂专变、周家搬迁户村、周家村机战专变、周家中村、周
家上下村、桂鑫竹木加工厂专变、唐林峰专变、大圆黄家
/上林1令克
城建、雁山中学、农科所、竹椅街、广西植物所配变、植物
福源街1号，福源街2号，
上林
村、周家新村、黄毛岭村、莲塘村委专变、庄荣权专变、沙
所、晖昂生化专变、雁祥苑一带
大茅坪，银荔酒厂专变，路西小村，路西大村，八定路3号，
●10月18日8：30-19：30
上林站/上石坑线924
场专变、庄家村、莲塘村、五驾车新村、五驾车老村、大凸
●10月30日08：30-19：00
10kV北江东线北江东
康达食品有限公司专变，八定路2号，八定路1号，污水提
/江口上村支44刀闸
江口上村
村、一甲上村、一甲中村、一甲下村、溶江开发区2#村、无
线03开关后段线路
吉祥龙门业、张剑伟专变、演坡村、
升泵站专变，许婕张洪铭配变，通用机械厂专变，希望门
●10月18日8：30-20：00
界首站/界塘市线921
名塑料厂专变、溶江生活垃圾压缩转运站专变、鹏鑫采
电信仓库、二纸厂、庭江洞、移动长海基站、电信长海基
窗幕墙制品厂专变，彩虹灯具厂专变，金叶木业专变，路
/下宅老村支39刀闸
大洞下宅老村
石场2#专变、鹏鑫采石场1#专变、污水处理厂专变、鹿顺
站、水产一养、五仙苗圃、耀豪机电、俸春桂专变、江东新
西开发区，万和矿粉专变，三号垃圾中转站专变
●10月18日8：30-20：00
源河站/源力头线912
制砖厂专变、大吉边村、廖家塘村2#村、廖家塘村、廖家
村、甲山水管所、黎冬发专变、俸红生专变、莲花村、聚田
●10月17日8：30-18：30
110kV北门站10kV北定
灵源祠堂边
/灵源祠堂边2令克
毛坪8、9队村、下月光洞村、上月光洞村、水厂专变、廖家
村、江东村一带
江线04开关后段线路
金色雨林专变，广丰公司1号专
●10月19日16：00-21：00
上林站/上三义线
机站专变、黄家村、严洞移动基站专变、张家村、大叶山
●10月31日8：30-14：00
10kV磨竹江线华侨农场
变，广丰公司2号专变，亿景置业专变
921/供销社支1令克
供销社专变
村、严洞村、五甲村基站专变、积材场专变、三中学校专
四分场2号
1刀闸后段线路
华侨农场四分场一带
●10月17日8：30-18：30
110kV定江站10kV定三
●10月19日14：00-18：30
上林站/上三义线
变、溶江三花酒厂专变、盐铺加油站专变、盛鸿养殖专
●10月31日08：30-19：00
110kV大化站10kV大
号区线1号开闭所联络支901开关后段线路
路西大村2
921/崔家南支1令克
崔家南
变、百家下村基站专变、下百家村、唐家村、熊家村、包家
金地线912开关后段线路
金地球、万福安居小区、山与
号，路西大村3号，水电局仓库专变，天海塑业1号专变，天
●10月19日10：00-15：00
35kV上林站/10kV
村、上百家移动变专变、上百家村、路逢江村、留田村、林
城小区、联发盛泰物业公司一带
海塑业2号专变，中昊力创机电专变，艾翎公司专变，万康
上粉山线/1令克
下林
场专变、猪场专变、岩口寨村、上盐铺村、老盐铺村、老街
桂林永福供电局
公司专变，开发公司2号专变
●10月19日7：30-12：30
35kV上林站/10kV上
新村、农校专变、上茅坪村、菜园7队村、下茅坪村、菜园8
●10月16日7：00-20：00
县城站10kV县工农兵
●10月18日9：00-13：00
35kV九屋站站10kV九界
粉山线/高泽东山下村2令克
东山下村
队村、搬迁户村、农科所专变、胶合板厂专变、上千家坪
线铁路口开闭所铁人民银行支912开关后段线路
双龙、
脚线大塘2号支01刀闸后段线路
大塘2号
●10月22日16：00-20：30
35kV上林站/10kV
村、老大埠头村、塔塘村、新大埠头村、黄跃青专变、新大
连江小区、宏源、大板林场、镇东1号、外贸公司、锦丰房地
●10月18日9：00-13：00
35kV九屋站站10kV九界
上石坑线/1令克
罗家
埠头村2号村、南江头村、下千家坪10队村、河口11队
脚线三合十队支01刀闸后段线路
产、陆运腊味1号、移动公司、储木场、邮政局、腊味馆、书
大塘1号、大塘九队、
●10月22日13：30-18：00
35kV上林站/10kV
村、收费站专变、河口11队2号村、移动机站专变、满志勇
香花园、航运、铁路口、新宇市场、铁桥头、文化宫、水电
大塘3号、三合十队
上石坑线/台变配电跌落式熔断器
江口大坪
水泥砖厂专变、田洞村、无名塑料厂1变专变、无名塑料
局、林业局、育龙小区、龙坡、保险公司一带用户
●10月18日8：30-12：30
35kV三街站10kV三溶江
●10月22日9：30-15：00
35kV上林站/10kV上
●10月16日7：00-21：00 龙溪站10kV龙大石线路 线东田村支01刀闸后段线路
才田村、矮树村、东田村、矮 三义线/1刀闸
小里园 35kV上林站/10kV上 厂2变专变、满家山村、河口12队村、李家凸电信基站专
变、移动基站专变、黄学文专变
石磨坪、姚代富沙场、姚代富、鱼梁、玉屏1#、玉屏2#、廖
树新村、李树平水泥预制加工厂专变、龙门村、东田村2号
●10月22日7：00-12：00
●10月30日6：30-21：30
道冠站/道黄I回914/乙
传军沙场、马忙、排楼、下新寨、海湾、海湾2#、海湾移动、鲤
●10月19日8：30-14：30
110kV灵川站10kV灵城
三义线/1令克
南冲
家村●10月30日7：00-11：30
乙家村
鱼滩移动、鲤鱼滩联通、木桥头、六所、沙坪搅拌站、沙坪高
北线04开关至10kV灵城北线05刀闸线路段
富华房产
●10月23日7：00-21：00
高尚站：35kV上高线
铁基站、沙坪移动基站、沙坪、窑茶、丰渔养鱼场、王家、大 临时施工专变、开元尚居配变、城北、水泥公司宿舍、大发 311间隔、35kV站变、35kV母线电压互感器间隔、1号 坑线/1令克 张家 35kV上林站/10kV上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