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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计划检修，以下出线需要
停电，请有关用户做好生活和工
作方面的安排。

● 9月03日08：30～20：30
大红城变913什进夭线

停电范围：郭家二号村、小
红城村东、小红城村中、西厂村、
什进夭村、庙沟村、银汞沟、太平
夭村、白旗夭村、榆树梁、鸡鸣
峄、东沟门南村、石咀子村、温家
23号村、西夭子村、贺十五号村、
库力夭、徐家12号村、面铺夭、四
十号村、胶泥区带用户

● 9月03日08：30～20：30
大红城变914新红线

停电范围：冯七号、郭家35
号、裕生泉、付家16号、张义九
号、苗家29号、何五号、大红城榆
树沟、何十号、碾房沟、头八号、
王家20号、新红村、苗七号、沙八
四号、马家15号、曹十一号、红城
四队、红城三队、红城一队、三布
代沟、张家四号、白家25号、樊家
15号、张家42号、坝沟、梁上15
号、邢家10号、兰家12号、向阳
沟、东门、红城五队、小红城北
村、糖菜站等用户

● 9月07日08：30～20：30
新营子变911公喇嘛线

停电范围：古力半忽洞 小
林坝 新营子等用户

● 9月07日08：30～20：30
台基营变966忽通兔线46号杆开
关后段

停电范围：巧什营村等用户
● 9月08日08：30～20：30

台基营变965讨速号线35号杆开
关后段

停电范围：讨速号村、西地
村等用户

● 9月9日08：00～12：00
35kV大红城变电站911三道营线
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九惧牛沟村、榆
树沟、榆树沟村二队、三道营乡
三道营子村、三道营乡哈只盖、
三道营乡舍必崖村、三道营乡二
道营村、八里庄、海子湾、三惧
夭、上夭子、四惧夭子、下夭子、
南夭子村、骆驼沟、大红城乡瓦
夭沟村、三道营乡前水泉村、东
沟门北村等用户

● 9月9日08：00～12：00
35kV羊群沟变电站951榆树梁线
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北二道沟、四间
房、四栅栏、五间房、三号、头号、
羊乡阳坡、羊乡庙沟、南北梁、白
其口、五八号、农场、大圪旦、大
湾村、大前湾、乱岔沟村、梁15号、
丈房塔、碌轴岩、三十亩弯、五号
洼、哈达沟、鹰崖、一间房等用户

● 9月9日13：00～19：00
35kV大红城变电站915韩家沟门
线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西夭子五队，西
夭子六队、林厂、密令沟、黑土
崖、东沟、河东等用户

● 9月9日08：00～18：00
和顺变952稀土线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联通、移动、小南
沟、桥头变、胜利营变、沙场变、
胜大井变、巴家村变、少年宫、石
太平农灌、南昌变、西咀变、新营
村、巴美凤加工厂等用户

● 9月10日08：00～12：00
35kV大红城变电站916樊家夭线
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前大湾变、新店
夭、臭水沟、后大湾、老后夭村、
前老丈沟、新旺庄村、老实沟、后
老丈沟、肖拉什盖村、板申、前骆
驼沟、马群沟南等用户

● 9月10日13：00～19：00
35kV羊群沟变电站952西沙洼线
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羊机关、羊二队、
西沙洼、脑包山、杜家43号、万裕
号、刘家34号、蒙47号、冯七号、
孙家二号、刘32号、张八号、黄羊
山、五十七号、马家21号、五道
沟、哈达洼、高家21号等用户

● 9月10日13：00～19：00
35kV羊群沟变电站953南山线全
线停电

停电范围：东石咀子北、后
三菠萝、三十号、暖水湾、十号
村、应子沟、田水沟、黑土崖、单
台子、国县夭、大西沟、前三波
罗、砖夭沟、石胡沟、火盘沟、石
门子、三具牛夭、圪针沟、瓜夭
子、前韭菜沟、南二道沟、圪洞
坪、泥合子、后九菜沟、西石咀

子、后三波罗、前爱好、后爱好、
井沟、三叉沟等用户

● 9月12日08：30～20：30
台基营变963公布营线

停电范围：沙场变、奶站变、
公布营旧村、移动、电信、面粉
厂、农灌变、西夭农灌、云鹏建材
等用户

● 9月16日08：00～18：00
和顺变968盛乐北区线、969澳亚线
停电范围：丰华自来水、生态玉
林、内大圣牧高科、种植基地、鼎
盛废物、丰华水厂大有生物肥等
用户

● 9月17日08：00～18：00
和顺变968盛乐北区线戴维支线
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丰华自来水、生
态玉林、内大圣牧高科、种植基
地、鼎盛废物、丰华水厂大有生
物肥等用户

● 9月19日08：00～18：00
四铺变911三铺线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自来水公用、新
农村、园区小学、三铺一号、三铺
农灌、电信、西夭子农灌、面粉厂
等用户

● 9月20日08：00～18：00
和林变964大红城线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前营子、后营子、
移动、大梁变、花炮厂、上喇嘛
盖、公路段变、铁厂变、自来水、
牧场变、樊家夭变、第七牧场、腮
汉沟村变等用户

● 9月20日08：00～18：00
四铺变911三铺线全线停电

停电范围：自来水公用、新
农村、园区小学、三铺一号、三铺
农灌、电信、西夭子农灌、面粉厂
等用户

● 9 月 1 日 05:00 ～17:30
南梁变955县委线昌兴街分支2#
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平安利达专、水
泵5、新区加油站、水泵5#、乡长
2、乡长村公用、武川农电劳动服
务公司专、城乡建设局、水泵
1#、水泵2#、修造厂、水泥2#、兰
祺专、水泥1#、水泥3#、碧水龙
城1、碧水龙城2、碧水龙城3、碧
水龙城4、中国铁塔、刘建正保湿
厂、住房局东河路灯、加油站、人
民医院西区专、武川县医院西区
专用箱变、可可花园B区东、可
可花园西区公变、水泵厂2、新电
力小区、宽滩、水泵厂4、新县委
箱变、建材厂、新区自来水等变
台所带用户

● 9 月 1 日 05:00 ～17:30
金三角变962东河二线全线

停电范围：液化储配站、联
通专、移民4、小康村公用、移民
公用、移民2、移民3、移民5、新看
守所、磊森鑫生态建设专、武一
中南公用、第五小学等变台所带
用户等用户

● 9 月 1 日 08:30 ～18:30
沙塔子变951上秃亥线全线

停电范围：口子村变、大后
沟上、小梁后、马莲渠变、碌轴
渠、上南变、西梁村变、移动基
站、洋行变、三道洼村、西伙房等
变台所带用户

● 9月1日08:00～17：30 鑫川
变953腾达线16#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服务街、武兰变、
上海雅虎、东马莲滩变、蒙电环
保1#、武兰有限责任公司、西马
莲滩变、春华水务、污水处理厂、
西园区巨力新能源等变台所带
用户

● 9 月 2 日 08:30 ～18:30
沙塔子变953东土城线48#杆上
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桃力盖变、修配
厂变、蒙东变、上南队变、幸福
院、下秃亥五队、白沙泉、东二队
变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 2日 08:00 ～17：30
鑫川变962井儿沟321#杆上断路
器后段

停电范围：井前柜、五道洼、
阿路板、东窑子、孟沟公、大青山
烈士陵园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 3日 08:00 ～17：30
金三角变953天琪II回线鸡嘴营
分支27#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鸡嘴营公、羊场
湾公、铁塔公司、冰不浪公、补号
地公、西二号公等变台所带用户

● 9 月 4 日 04:30 ～17:00
金三角变952东河一回线48#杆
上断路器后段，金三角变952东

河一回线59#杆东支7#杆上断
路器前段

停电范围：影视1、绿色2、瑞
鑫房地产专、文化小区、大坝、浩
翔专变、百川热力4、百川热力5、
誉豪等变台所带用户

● 9 月 4 日 05:00 ～16:30
金三角变952东河一回线50#杆
上断路器

停电范围：影视1、绿色2、瑞
鑫房地产专、文化小区、大坝、浩
翔专变、百川热力4、百川热力5、
誉豪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4日08:00～17：30 金
三角变955天元号线198#杆上断
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巨井号变、东书
记变、西书记变、、红土窑变、羊
场沟变、前黄变、、后黄变、前淖
兔变、后吉成奎变、车铺变、陆合
店变、天成功变、六巨牛变、前地
南村变、白土窑变、清水河变、什
八台变、车西营变、车东营变、卜
圪素变、卜圪素联通变、韩碾房
变、坝梁变等变台所带用户

● 9 月 5 日 08:30 ～18:30
德胜沟变952黑沙兔线全线

停电范围：石活子变、三神
庙变、德胜沟变、北沟村、聂花沟
变、前营子变、白灵忽洞台、黑沙
兔变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 5日 08:00 ～17：30
哈乐变951大豆铺线西坡分支
003#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丰镇地、兴合玉
变、丰镇地1#、大坝沟、大坝沟
移动、圪顶盖、广和昌、后西沟
变、前西沟变、日增胜变、当东
变、庆龙店、后营变、中营子联
通、霍家沟、中营变、前营变、西
营子、庙沟变、当东变、黄合少
变、西坡变、三道巷变、当西变、
五福号、、淖西变、淖东村变等变
台所带用户

● 9 月 6 日 08:30 ～18:30
德胜沟变952黑沙兔线德胜沟分
支11#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毛林坝、三神庙、千
树沟变、德胜沟变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 6日 08:00 ～17：30
鑫川变961五道沟线7#杆上断路
器后段

停电范围：西窑子南、园区
管委会、西窑子变、公路工程局
变、什登面粉变、什登加油变、城
镇住房20、南山移动变、春华水
务变、什登变、什登西变、城镇住
房、石化加油站、幸福院、贾家
沟、西营子变、义兴元变、天元号
变、移动、八道什变、宝元号变、
大青山候家沟公变、福兴元、福
兴号、联通、什股地、五营沟、四
合义变、蘑菇窑变、南泉子变、塘
坊变、哈达门高原牧场、下营盘
变、大梁山公变、、皮坊沟、定相
营、垃圾处理厂、四合义2号、大
兴有变、三岔口、蛇盘兔、坝顶移
动、马家店移动、坝顶公、十七公
里公、马家店公、牌楼馆公、1号
隧道、三道洼变、二道洼变、、五
道沟变、检察院、森林派出所、、
小东沟变、哈达门变、魏家窑、崞
县窑、2号遂道变、水泉村变、后店
子变、中店子变等变台所带用户

● 9 月 6 日 08:30 ～17:30
双玉变954后古营线260#杆断路
器后段

停电范围：西红山、南耗子、
大红山、红山大对、东耗子、哈页、
圪旦、小依克、前古营、后古营、大
依克、大依克幸福院等用户

● 9月 7日 08:00 ～17：30
哈乐变953耗赖山线029#杆上断
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恒茂龙、大吾库
仑变、联通基站、、北房子变、西
召底、耗赖山乡政府变、二号东
变、中贾变、西北头变、西南头变
等变台所带用户

● 9 月 7 日 08:30 ～19:00
沙塔子变962五家村线全线

停电范围：五家村变、小不
浪变、移动专、北土城变、南土城
变、勿兰窑、东达吾素、后天力木
兔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 7日 08:00 ～17：30
鑫川变961五道沟线222#杆上断
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魏家窑、崞县窑
等变台所带用户

● 9 月 7 日 05:00 ～18:30
南梁变954城关线全线

停电范围：地税专、公安1、

公安2、公安3、邮电专、景泰东
区、贸易新箱变、政府3、政府公
用、政府锅炉、宾馆专、工行公、
宾馆箱变、农行专、新世界、集贸
箱变、医院公用、农行箱变、武装
部、工程队、医院专用、林海箱
变、明珠专、供电专、集贸5、集贸
6、集贸2、民政局公用1、龙鑫苑
东、龙鑫苑箱变、康庄小区公用、
计生委箱变、康庄变、电视塔、书
店1#、东关井变、二中专、二中
新箱变、集贸1#、集贸3#、东梁
东、东梁西、联社、付食品箱、师
范5、造纸厂、师范1、师范2、外贸
新箱变、师范3、民政2、泰安2、泰
安巷公用、、鑫都二期、鑫都雅
苑、天利元、丽景家园、县委公
用、西关井小西巷、、东梁公用、
五圣关地、五川加工专、水务局
截伏流、北河专、休工队箱变、东
梁北、五圣关地2、土产公用等变
台所带用户

● 9 月 7 日 05:00 ～18:30
南梁变953硅铁厂线学府街支线
13#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武中后街东新箱
变、加压站、畜牧1、畜牧2、菜市
场、四小箱变、丰驰颐园、武皇2
变、丰驰南变、金都花园等变台
所带用户

● 9 月 8 日 08:30 ～19:00
沙塔子变962五家村线111#杆上
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得令不浪、元山
卜子变、五把什沟变、北土城变
等变台所带用户

● 9 月 8 日 04:30 ～17:00
南梁变961一中线全线

停电范围：武川文化体育、
新医院专2、新医院、可可小区B
区西专、可可B区东专、新医院
专、华府锦园1号专、华府锦园2
号专、三热厂联通专、百川热力
1#专用箱变、百川热力2#专用
箱变、华信房地产开发变、百川
热力专用箱变、路灯箱变、超级
基站移动专变、腾飞公变、新派
出所箱变、龙鑫苑3、医院西、天
赋雅苑、福地南、和泰西公用箱
变、贸易2、金华文苑、福地家园、
景泰西区、宏园小区、龙鑫苑东
区、文航商贸、龙鑫苑南、金华园
小区施工用电、冰雪园、中乾房地
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专、武川汽
车站专、线路改造新箱变、信号灯
专、天地富恒加气站、惠川驾校、三
中信号灯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8日05:30～7:30 南
梁变954城关线全线

停电范围：地税专、公安1、
公安2、公安3、邮电专、景泰东
区、贸易新箱变、政府3、政府公
用、政府锅炉、宾馆专、工行公、
宾馆箱变、农行专、新世界、集贸
箱变、医院公用、农行箱变、武装
部、工程队、医院专用、林海箱
变、明珠专、供电专、集贸5、集贸
6、集贸2、民政局公用1、龙鑫苑
东、龙鑫苑箱变、康庄小区公用、
计生委箱变、康庄变、电视塔、书
店1#、东关井变、二中专、二中
新箱变、集贸1#、集贸3#、东梁
东、东梁西、联社、付食品箱、师
范5、造纸厂、师范1、师范2、外贸
新箱变、师范3、民政2、泰安2、泰
安巷公用、、鑫都二期、鑫都雅
苑、天利元、丽景家园、县委公
用、西关井小西巷、、东梁公用、
五圣关地、五川加工专、水务局
截伏流、北河专、休工队箱变、东
梁北、五圣关地2、土产公用等变
台所带用户

● 9 月 8 日 04:30 ～17:00
可镇变953三间房线福如东分支
10#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广胜兴公、广胜
兴幸福院、福如东、、西城丰变、
白泥湾、三合井变、广一太、青川
1#、青川2#、众成种植、世纪华
宴、新都雅苑、风云水泥等变台
所带用户

● 9 月 8 日 04:30 ～17:00
南梁变952广胜兴线3#杆上断路
器后段

停电范围：印象桃花、食药
局、公厕变、信号灯、西后水泉
水、巴特尔、可可A1变、法院专、
可可C区变、可可C区南、环保
局、联通、计生委、可可C1、劳动
人事局、众兴达养殖厂、泓源供
水100、泓源供水160、下南滩公、
特牧尔、大兴昌公、地力多元高、
下南滩滴水灌溉、王明专、北河

抽水、污水处理厂、润丰专、大兴
昌移民变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 8日 08:00 ～17：30
可镇变961广胜线013#杆上断路
器后段

停电范围：外四号口子变、
外四号变、小五号变、高国际变、
马俊旺水、阳光碳素厂、里四号、
公巨林、铁塔公司、小安字号变、
郝三娃水、拌合站、自来水10#、
自来水9#、天元通有限公司、、
自来水1#、自来水11#100、自来
水2#、自来水7#、大安字号精准
扶贫大窖、小安字号水等变台所
带用户

● 9月 9日 08:00 ～17：30
可镇变957河边线全线

停电范围：宏泰绒毛、三联
新村、薯丰公司、大头号公变、大
头号新村公变、九号2#公变、铁
塔公司、三合井水利、、内蒙古瑞
丰源公司、九号奶站、九号变、赛
丰马铃薯、安中公、粮库、、燕谷
坊1#、燕谷坊2#、河边1000箱等
变台所带用户

● 9 月 9 日 08:30 ～19:00
德胜沟变951上窑子线28#杆上
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前纳令沟变、大
前沟变、公合义变、广庆龙变、任
家圪塄变、东坡变、野马兔变、毛
力兔变、大路耗变、前坝也变、古
城湾变、西水头变、王子沟变、干
只汗门独变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10日 08:30～19:00
乌兰不浪变953红泉线章毛忽洞
分支25#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章毛忽洞变、乌
兰杆杆变、三号变、黑兰杆杆变、
大二号变、刘永平水变等变台所
带用户

● 9月10日08:00～17：30
厂汉木台变951陆合营线084#杆
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东达变、高山卜、
西达南变、西达北变、后滩变、陆
合营变、西达南变、、厂汉以力更
公用、中国铁塔阿登、、内蒙古塞
北水公司、陆合营自来水、八彦
耗变、石和地耗变、厂汉以力更
公用、北大变、南大变、得水泉新
东南、得水泉新东南、张根良加
工厂、得水泉移动等变台所带用
户
● 9月10日05:00～18:00 南梁
变953硅铁厂线全线
停电范围：和谐城、新宽滩子、和
泰家园专、物质2、物质1、迎宾箱
变、武皇公用、任志刚专、武中
二、武中后街东新箱变、菜市场、
四小箱变、丰驰颐园、武皇2变、
丰驰南变、金都花园、青山家园、
移动箱变、供电箱变、武中1、中
国联通、粮油公用、水修厂、工业
1、计量、工业西街新箱变等变台
所带用户

● 9月11日 04:30～17:00
南梁变954城关线32#杆上断路
器后段

停电范围：县委公用、西关井
小西巷、、东梁公用、五圣关地、五
川加工专、水务局截伏流、北河专、
休工队箱变、东梁北、五圣关地2、
土产公用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11日 04:30～17:00
可镇变957河边线河边分支17#
杆上断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安中公、粮库、燕
谷坊1#、燕谷坊2#、河边1000箱
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11日08:00～17：30
可镇变953三间房线119#杆上断
路器后段

停电范围：马王庙移动、马
王庙联通、马王庙中西队变、东
马王庙、城镇供水、、大马公变、
自来水1、自来水2、黑卜盘变、小
马王庙变、后窑子公、三间房变、
新河村变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16日 08:30～19:00
什拉兔变951庙营子线全线

停电范围：后柜、石场沟、水
泉、苗营子水、铁塔公司、苗营子
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18日 04:30～17:00
南梁变954城关线19#杆上断路
器后段

停电范围：政府3、政府公
用、政府锅炉、宾馆专、工行公、
宾馆箱变、电视塔、书店1#、东
关井变、二中专、二中新箱变、集
贸1#、集贸3#、东梁东、东梁西、
联社、付食品箱、师范5、造纸厂、

师范1、师范2、外贸新箱变、师范
3、民政2、泰安2、泰安巷公用、鑫
都二期、鑫都雅苑、天利元、丽景
家园、县委公用、西关井小西
巷、、东梁公用、五圣关地、五川
加工专、水务局截伏流、北河专、
休工队箱变、东梁北、五圣关地
2、土产公用等变台所带用户

● 9月03日 08:00～12:00
发展变952沙家营线

停电范围：沙家营村，栽生
村，台阁牧村，阳高村，忽拉格气
村，瓜房子村，阳光100小区等用
户

● 9月04日 08:00～13:00
金川变966台阁牧线

停电范围：锦达小区，大东
营村，三间房村内等用户

● 9月04日 09:00～14:30
铁帽变912塔布赛线

停电范围：脑木汗村、大雨施
村、小雨施村、塔布赛北变台区、塔
布赛党校、塔布赛政府变、大雨施
牧场、大雨施养殖厂、黑河村、黑河
移动联通铁塔变等用户

● 9 月 04 日 8:30 ～12:30
察素齐变913察镇线

停电范围：中山路西、西园
村等用户

● 9 月 04 日 8:30 ～15:30
察素齐变913察镇线

停电范围：铁道以南，三道
桥村等用户

● 9月05日 08:00～12:00
联化变955阳高线

停电范围：川中水泥厂，呼
铁供电段，巨日化工等用户

● 9月 05日09:00～14:00
铁帽变913口肯板线

停电范围：杭盖村、郭家营
村、口肯板村、乃莫板村、塔布赛
东变、塔布赛新增东变台区、塔
布赛南变、塔布赛新增南变台
区、塔布赛乌老故居变、杭盖青
山奶站变、口肯板联通变、塔布
赛移动变

● 9月06日 08:00～11:00
台阁牧变963宝腾线

停电范围：溪峰尚居小区，
碧水兰山小区，永兴达小区，志
达小区，霍寨村等用户

● 9 月 07 日 7:00 ～14:00
察素齐变924机场线

停电范围：察镇卫生院、供
电公司、热力增压站、朱红生2#、
安国柱、仙山科技、绿化、朱红生
1#、此老庙、老李电灌等用户

● 9月08日 8:30～16:30
台阁牧变954金山线

停电范围：北方盛世、发达通
讯、东方国际城、金山管委会路灯、
东方房地产开发、东方家园、君子
兰塑胶、亿业生物等用户

● 9月10日09:00～14:30
铁帽变922铁帽线

停电范围：可沁村、双号村、
双号福瑞锦、城留村、城留蒙容
牧场、白庙子村、白庙子牧场、苏
卜盖村、苏卜盖圣牧牧场、苏卜
盖养殖变、那什图村、那什图移
动铁塔变、那什图伊利牧场、那
什图猪场变、那什图圣牧牧场等
用户

● 9月18日8:30～15:30 察
变922自来水线主线92202#开关

停电范围：中山养牛小区、
防洪坝北、电力家园、万博房地
产、监狱变、弹药库变等用户

● 9月19日7:30～19:30 察
变922自来水线主线92201#开关

停电范围：酒厂变、清华园、
电机厂台区、九州台区、水泥路
新变、水泥路西、二0二台区、饭
店台区、敕勒川家园、农电楼台
区、财政台区、滨河台区、自来水
台区、吉祥台区、消防台区、农机
台区、林业局台区、防洪坝、202
台区、防洪坝新变、友好井灌、中
山电灌、西沟门电灌、圣凯力专
变等用户

● 9 月 20 日 7:30 ～19:30
察变922自来水线主线92203#开
关和92206#开关

停电范围：中山养牛小区、
监狱变、弹药库变等用户

● 提示:1、凡有自备发电
机的用户，必须高度重视安全，
严禁向停电的检修线 路倒
送电。2、工作结束后有可能提前
送电,严禁未办理工作票擅自检
修线路设备。3、如遇恶劣气候，
停电日期另行安排。

咨询电话：95598

呼和浩特供电局停电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