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今日淄博

城事
2014年2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姜斌 美编：只文平

本报讯 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16日，国网桓台县供电公司针
对降雨天气，结合自身实际，对辖区
变电站的线路、设备展开以测温测
负荷为主的特巡。

每逢重大节假过后，该公司都
会组织好事后线路特巡“体检”工
作，确保安全生产善始善终。针对节
后安全生产工作容易“松口气”的特
点，该公司组织对辖区变电站的线
路认真进行测温测负荷，对变电站
所有主变压器、断路器、隔离开关触
头等重要设施进行红外线测温；同
时，还组织加强对各重要线路、重要
设备的夜巡、特巡等巡视和盯守监
控工作，及时督导消缺和隐患整改
工作，保证电网设备处于良好的运
行状态，全力保障客户节后生活依
旧亮亮堂堂。

(张英 孙丽梅)

国网桓台供电：

节后“体检”
供电设备

本报讯 “燃放烟花爆竹前，要
特别留意上方的电力线路和旁边的
变压器，燃放时应尽量远离这些设
施。”13日，国网桓台县供电公司线
路运检人员走进社区及人员密集场
所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

近期，为了避免因燃放烟花爆
竹给电网带来隐患，该公司组织了
多支巡逻队，对烟火爆竹店进行重
点巡逻。同时，该公司加强巡视，及
时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解决，全面消
除燃放烟花爆竹所带来的设备隐
患。同时，在节日期间，他们还加强
了设备的特巡，全面确保线路安全
稳定运行，确保广大客户度过一个
欢乐亮堂的节日。

(张英 孙丽梅)

国网桓台供电：

社区里来了
特殊巡逻队

6600余余家家企企业业因因环环境境问问题题被被查查
限定3月底前完成整改，环境违法较重企业一律上限处罚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王
欣 通讯员 刘晓飞 ) 为深
入整治淄博市环境污染，严打
环境违法行为，近日，市环保局
开展了以改善环境质量为重点
的环保公安联合专项检查行
动。此次专项行动共组成10个
检查组，检查各类排污企业(点
源)160余家，复查省环保厅通
报及环境信访问题40余起，全
市发现问题并责令进行整改的
企业60余家，限定3月底前完成
治理。

市环保局在此次专项行动
中采取日查和夜查相结合的方
式，对全市范围内省控以上重
点污染源和被省环保厅通报批
评、人民群众来信来电来访反
映强烈的环境问题进行了专项
检查；突出了对部分重点工业
污染源、钢铁、焦化和热电企业
污染治理设施配套和运行情况
的检查。从检查情况看，多数排
污单位环保法制观念和治污责
任感进一步增强，环保意识进
一步提高；群众前期举报、投诉

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

同时，通过此次专项行动，
也发现了主要存在的环境问
题，例如部分企业特别是土小
企业在无环保审批手续、无污
染治理设施的情况下私自生
产，污染严重；部分企业污染治
理设施未建设完成或不正常运
行；个别企业在线监控设施未
安装或未验收，监测点位设置
不规范、烟气脱硫DCS系统参
数异常等。此次通报了全市60

余家存在问题的企业并规定了
整改期限，最晚也要在3月底之
前完成治理。

市环保局明确要求，本次
环保公安联合专项检查行动对
依法应予停业关闭的违法企
业，要采取坚决措施杜绝死灰
复燃；对环境违法情节较为严
重的企业，一律实施上限处罚；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信访问
题，要切实加大案件督察力度，
确保处理一起，结案一起，防止
重复信访问题出现。

张店区敲定27项2014年城建重点工程

今今年年将将新新建建6600万万平平方方米米绿绿地地

本报讯 进一步规范服务行
为，强化全员服务理念，切实提升供
电服务质量。自2月7日起，由国网桓
台县供电公司客户中心、办公室、安
监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暗访组，采
取“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用陪同、
不交换意见”的方式，对公司各供电
所服务情况进行明察暗访。

通过检查，暗访组及时发现服
务中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加强
跟踪监督，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同
时，暗访小组人员走访客户，主动征
求客户意见和建议，提高客户满意
率，从而推动服务质量和水平有效
提升。

(张英 孙丽梅)

国网桓台供电：

明查暗访
促服务提升

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助力“光华公益书海工程”

55000000万万元元图图书书捐捐赠赠中中西西部部中中小小学学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罗

旭君 发自北京) 20日，山东
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光
华公益书海工程”捐赠了价值
5000万码洋（“码洋”是图书出
版发行部门用于指全部图书定
价总额的词语）的图书，这批书
主要投向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
校图书室。

捐赠仪式在中国光华科
技基金会报告厅举行，淄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
淄博市委主委王法亮、中国
光华科技基金会理事长兼秘
书长任晋阳、志鸿教育集团
董事长任志鸿、山东世纪天
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赵保国、中国光华科技
基金会副秘书长张振威、基

金会图书捐赠中心主任孙建
等出席了捐赠仪式。

自2000年以来，志鸿教育
集团和世纪天鸿推出‘志鸿优
化爱心万里行’公益助学活动。
活动遍布青海、贵州等十几个
省份。此外，公司还向全国各地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捐赠图
书、筹款达6000多万元。任志鸿
说：“世纪天鸿这次通过光华科
技基金会，实现了5000万的捐
助活动，这也是我们近十年来
公益活动的延续，今后将继续
发扬企业文化精神，一如既往
的支持公益事业。”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理事
长兼秘书长任晋阳说：“2014

年，‘光华书海工程’得到了民
营书业巨头——— 山东世纪天鸿
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鼎力

相助，使得书海工程更是锦上
添花，此次捐赠图书码洋大，共
5000万元，品种多、图书内容丰

富，这对于扩大书海工程的社
会影响，支持中国公益事业的
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 春节长假过后，受寒
流影响，气温大幅降低，并伴随阴雨
天气。连日来，国网桓台县供电公司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确保人身安
全和电网设备可靠稳定运行。

由于低温阴雨天气下，户外道
路、杆塔设备湿滑，野外交通、人员
高空作业或巡视人身安全风险增
大。对此，该公司多措并举，全力防
范恶劣天气给施工作业人身安全和
电网设备稳定运行带来影响。

(张英 孙丽梅）

国网桓台供电：

应对低温
加强管控保供电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李鑫 丁
焕龙) 20日，张店区2014年城
市建设管理暨园林绿化工作
会议召开，确定了今年27项城
市建设重点工程。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张
店区将本着“量力而行，尽力
而为”的原则，着力实施27项
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建设项
目，并抓好11项市重点工程的
配合工作。同时，新建绿地60

万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20万
平方米；完成全民义务植树10

万株，其中城区乔木栽植5万
株；高标准改造充实提高原有
绿地40万平方米；发展区级花
园式单位(小区)13个；完成草
花栽植摆放300万盆(株)。

除27项城建重点工程中
涵盖的绿化项目外，张店区还
将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
动，大力推广乔木造景，大规
模栽植树木，完成全民义务植
树10万株。抓好城区各街道办
事处绿化建设及充实完善工
作，新建单位庭院、居住区绿
地40万平方米，充实提高原有
单位庭院、居住区绿地40万平
方米。继续大力开展各级花园
式单位(小区)评选活动，年内
发展市级花园式单位(小区)3

个，区级花园式单位(小区)13

个，同时对各级花园式单位
(小区)实行动态管理，对管理
不善、绿化质量下降、不达标
的单位给予摘牌。

张店区还将配合市有关
部门抓好淄河大道慢车道续
建、东四路北延、联通路东延
等11项重点工程。

山东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捐赠图书5000万码洋。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张店区今年27项城建重点工程

1、完成东一路续建工程，
进行雨水口及连接管改造，完
善交通设施。2、王舍路改造提
升工程。3、中心城区人行道修
补工程。4、检查井防护网安装
工程。5、猪龙河蓬河段污水管
线改造工程。6、科技工业园排
洪沟排污及清淤工程。7、220余
个老旧社区实施简易物业管理
工程。8、建设4处便民市场。9、建
设春申烧烤城、新区美食烧烤
城、汇味小吃城。10、完成农村
危房安置改造60户。11、张店公

园建设工程。12、城市裸露土地
绿化工程。13 .春节、元宵节灯饰
工程及鲜花进城工程。14、环卫
设施更新升级改造工程。15、环
卫智能化管理平台建成并投入
使用。16、张店区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17、由相关企业实施淄博
市漫泗河湿地公园建设。18、续
建张店博物馆、张店区生态恢
复文化纪念馆、中国冶铁文化
博物馆。19、主次干道两侧泊车
位施划续建工程。20、由相关企
业实施世纪路南段改造工程。

21、唐家山生态修复续建工程。
22、由相关企业实施齐鲁养老
养生园续建工程。23、张店区污
水处理厂工程，设计3万吨，一
期5000吨/日。24、继续实施农村
住房建设，建设3000户，30万平
方米。25、实施东一路小学扩建
等8所中小学新建改造，总占地
面积543亩，建筑面积25 . 7万平
方米，新建、改造478个教学班。
2 6、由企业投资实施“两区三
村”建设。27、由企业投资实施
保障性住房建设。

相关链接

学生们参加植树活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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