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滨州 2013年12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C06

吴吴式式芬芬故故居居成成为为国国家家33AA级级景景区区
无棣供电公司提高

冬季农网电压质量

本报讯 入冬以来，为更好
地确保广大用电客户安全度冬，
近期，无棣县供电公司召开配变
迎峰度冬应急保障项目推进会，
采取多项措施提高农网电压质
量。

一是缩短农网供电半径，公
司相关职能部室和供电所实地查
勘农网线路，因地制宜，合理分段
农网线路。二是提高农网配电容
量，根据配电台区供电范围和负
荷状况，新装或更换配变。三是加
装无功补偿装置，根据农网线路
线径和负荷状况，在重点线路上
加装无功补偿装置。

该公司计划改造配电台区
146个，新装或更换配变123台，新
装或更换低压开关柜、JP柜132
面，改造10kV进村分支线57条，
涉及线路24 . 17千米。公司积极
联系供货单位，协调设备物资及
时到位，并每周召开项目推进会，
确保年底前完成整个项目的施
工、审计和验收工作，为广大用电
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电源。

(张新伟 王清华)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者
朱伟健 通讯员 曾现树)

近日，从省旅游局传来喜讯，无
棣县吴式芬故居顺利通过国家
3A级景区验收。截至目前，无棣
县已经拥有国家3A级景区3处，
另外2处分别是大觉寺、碣石

山。
吴式芬故居位于无棣古城

南门，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建筑风格与布局既具明清
官宅庄园之宏伟气势，又有江
南园林之艺术特色，还存有一
座近六百年的明代建筑，是一

处极具考古价值和建筑艺术的
古文化遗存。

吴式芬故居分一宅两院，
南院以“宝砚堂”为主体，包括
仪仗厅、南账房、南客厅、吴重
熹舍房等建筑；北院包括“尚书
第”、十间房、一进大厅、二进院

南厢“陶嘉书屋”和北厢“双虞
壶斋”等建筑；西侧有江南园林
建筑艺术风格的西花园，园内
有“听雨轩”、“秋韵亭”等江南
韵味的诸多景观，花园下吴家
湾与整个古城的环城水系相
通。

编编““拍拍子子””

赚赚““外外快快””
佘家镇后仓村罗秀岭正在家中编

“拍子”。这种手工“拍子”以野外自然
生长的茅子草、芦苇为原材料，蒸出的
食物透气性好，备受市场青睐。据悉，
该村现有200多名妇女在家编“拍子”，
每人每天平均编2-3个，年增收2万元。

本报见习记者 朱伟健 摄影报
道

优化海洋经济结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海海洋洋生生态态文文明明建建设设快快速速推推进进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者

朱伟健 通讯员 牛树芹)

近年来，无棣县依托“两区一
圈”开发机遇和环渤海经济圈
腹心地带优势，按照“海上无
棣”发展战略，坚持开发与保护
并重、发展与环境协调，通过优
化海洋经济结构、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扎实推进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按照
“载体园区化、企业集群化、产

品基地化、产业链条化”的思
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形成了
循环经济、盐及盐化工、装备制
造、生物工程、海洋服务业、生
态渔业等海洋经济支柱产业，
以建设生态健康渔业基地为目
标，规划建设了海城、友发、黄
河岛、华隆等现代渔业园区，着
力打造海参、对虾等海水苗种
繁育产业基地。

挖掘海洋文化资源。成立
了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挖掘、

搜集、整理工作组，采取深入基
层走访采风及开展海洋文化资
源征集活动等形式，系统搜集
整理海洋、渔业特有历史文化
特色的资料信息。在此基础上，
编撰完成了全县第一部全面记
载海洋与渔业发展轨迹的专业
志书《无棣县海洋与渔业志》。

成立自然保护区。坚持保
护与利用并重，先后成立了滨
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滨州马颊河文蛤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无棣
中国毛虾种质资源保护区、无
棣卤虫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沿海
保护区，基本实现了海洋资源
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开展海洋
宣教活动。以海洋宣传日、防灾
减灾日等活动为契机，加大对

《海域法》、《海环法》、《海岛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大力
普及海洋文化知识。

担担心心房房子子被被““后后妈妈””分分走走拒拒父父亲亲再再婚婚
公证处：可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或立遗嘱解顾虑

本报12月26日讯 (见习记
者 朱伟健 通讯员 仝林
香) 老人想再婚，却遭到儿子
反对，原来是儿子担心楼房会
被“后妈”分走一半。李大爷到
无棣县公证处设立公证遗嘱，
这才打消了儿子的顾虑。

李大爷是一名退休教师，
老伴去世后一直一人生活，经
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十岁
的刘大妈，两位老人挺谈得
来，慢慢产生了感情，准备登
记结婚。儿子李某却坚决反

对，李大爷顾及儿子的感受，
再婚事宜一缓再缓。后来李大
爷发现儿子是担心他百年之
后，居住的那套楼房会被刘大
妈分走一半。李大爷经人介绍
来到无棣县公证处寻求法律
帮助。

司法局公正处公证员向
李大爷解释：根据婚姻法规
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其个人
财产，不会因为结婚而自动成
为夫妻共同财产，也不会因为
双方共同生活了若干年而成

为夫妻共同财产。李大爷和刘
大妈结婚后，李大爷的楼房仍
然是他的个人财产，他有权自
由处分。

而且，李大爷完全可以通
过两种公证方式打消孩子们的
顾虑。一是通过遗嘱公证方式，
我国继承法规定，公证遗嘱效
力最高。李大爷可以到公证处
立一份公证遗嘱，在遗嘱中确
定由自己的儿子李某继承房
产。二是通过婚前财产公证方
式，这需要李大爷和刘大妈共

同到公证处办理，婚前财产协
议公证有助于明确双方婚前财
产的范围、数量及价值等，对稳
定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保护
双方合法权益有重要作用。

另外，公证遗嘱设立后，
立遗嘱人有权再到公证处进
行撤销和变更。如果李某认为
房子肯定是自己的了，对老人
不再像原来那样孝顺，那么李
大爷可以到公证处，撤销或者
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无棣供电公司开展

大工业电价政策宣传活动
本报讯 12月份，根据《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关于
做好趸售区大工业电价执行工
作的通知》要求，为明年执行大
工业电价政策做好准备，无棣
公司积极开展大工业电价政策
宣传活动。

无棣公司未雨绸缪，早安
排、早准备，组织各供电所等基
层单位走访大工业客户、召集

大工业客户参加座谈会、发放
和签订《大工业电价政策客户
告知书》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
大工业电价政策，安排专人根
据用户不同用电性质提出的相
关问题进行逐一解答，从而确
保广大用电客户合理利用电力
资源，为明年执行大工业电价
政策奠定基础。

(张新伟 王清华)

无棣供电公司

上门检查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国网无棣

县供电公司围绕“抓用电安全，
促企业发展”这一主线，精心组
织电力服务队对县域内企业开
展上门安全用电检查，切实解
决企业面临的众多用电难题。

服务人员走进广大中小
企业，帮助检查分析安全用电
苗头性问题 ,协助及时整改，
提供用电咨询平台,帮助更换

有问题的配电设施,帮助企业
排除用电故障。同时，仔细检
查厂区电缆、配变变压器等设
备运行状况，对于发现的安全
隐患及时纠正，帮助企业完善
供电系统。截至目前 ,该公司
为中小企业提供上门服务15
次,检修用电设备百余次,消除
安全隐患2处。

(张新伟 刘朋豪)

客户表扬无棣供电

是荣誉也是动力

本报讯 12月16日13时，无
棣公司马山子供电所接到国网
公司转来的95598工单，工单内
容为：客户来电表扬马山子供电
所工作人员，因在11月14日通过
手机号18354359799向马山子供
电全体工作人员反映问题后，该
供电所工作人员为其服务及时，
且服务态度良好，请处理。

据调查，该客户为当地付台
子村村民，11月份曾向无棣公司
反映电压偏低现象。工作人员立
即前往现场进行核实，确定无误
后，及时为其办理业扩报装等各
项 手 续 ，于 1 2 月 份 初 完 成
400kVA箱变安装工作，并对该
村主线路进行了更换，有效地改
善了该村线路末端电压偏低的
现象。

客户的表扬使公司的服务态
度和效率得到了认可，同时也为
公司继续做好各项优质服务工作
提供了动力。 (邱文杰 王清华)

公司对各供电所进行

12月份综合检查考评

本报讯 近日，无棣供电公
司对各供电所进行12月份月度综
合检查考评。检查组由公司副经
理李涛带队，客户服务中心、安全
监察质量部、运维检修部、党群工
作部等部室专责人员陪同检查。
检查组采取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
的方式，从安全管理、营销管理、
配电管理、客户服务、基础管理等
方面入手，对各供电所进行全面
检查督导。

为做好年末收官，李涛对各
供电所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是
加强安全管理，保证生产安全、交
通安全和消防安全；二是加强配
电台区管理，注意保持清洁；三是
加强现场施工管理，加速推进工
程进程同时不要忽视施工工艺和
细节；四是了解掌握上级部门的
各项政策，比如大工业电价政策，
要理解好，掌握好，执行好；五是
做好资料填写和归档管理；六是
做好迎峰度冬等项目，确保两节
电力供应；七是认真完成各项指
标，圆满完成年前各项任务。

(张新伟 王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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