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02 城事 2016年10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孙丽娟 美编/组版：宋时梅

毕伟峰 王伯涛

记者在连日来的采访中发
现，国网荣成供电公司石岛供
电所结合实际，以党建促发展，
以用心强服务，努力把“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所焕发的活力物
化为提升行风、树好形象的成
效，为辖区内的居民和企业提
供了令人满意的舒心电、安全
电，赢得了更多市民的点赞。

学以致用

激励党员争先创优

石岛供电所现有工作人员
66人，其中党员24人，占了全所
职工的36 . 36%。自“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为实现党
建领带，推动服务质量的全面
提升，石岛供电所以学习教育
为抓手，切实探索构建和完善

“服务型”党建工作机制。
石岛供电所党支部制定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计划，突
出问题导向，布置学习内容，明
确学习目的，力求人人把握“基
础在学、关键在做”的要领。所
党支部妥善处理好工作和学习
的矛盾，对党员以“三会一课”
为基础平台，组织学习党章党
规、系列讲话。同时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找准需要解决的问
题，拿出处理问题的措施，使

“两学一做”入脑入心。所党支
部抓引导、建平台、增引力，不
断提高党员岗位技能水平，把

全体党员参与学习教育的热情
转化为改进工作作风、真抓实
干的工作干劲和责任担当。党
员武文超就是优秀代表。他在
工作中注重研究新型业务，广
泛搜集业务知识“充电”，把理
论知识融入到工作中，不断提
高自身能力素质及专业技能水
平，在山东省电力公司营销专
业调考(业扩专业)取得个人成
绩第三名，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以服务型党支部建设为抓
手，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功能。
石岛供电所党支部开展了创建

“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
和“党员担当月”等活动，引导
党员亮明身份，公开职责和承
诺。每月召开一次全体党员会
议，组织全体党员对照党员标
准，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表
扬表现优秀的党员，处理有不
合格表现的党员。

为不断增强客户服务意
识，今年年初，石岛供电所党员
开展了“做最好的自己”大讨论
活动，旨在以建设最好的电网、
争创最好的企业、提供最好的
服务、争做最好的自己为目标、
要求为引领，将“用足政策，全
心全意为客户服务”这一理念
落实到服务行为中。

原斥山电厂的员工并入石
岛供电所后，年龄差距和职业
技能水平差距较大，针对问题，
党支部对所有党员进行定期的
专业技术培训。在培训中，党员
对照问题查纠补缺，不断提升
优秀服务能力。

提升服务意识

为企业用电提供便利

石岛供电所一直把优质服
务作为生命线，终把用户放在
首位，为用户提供全面周到的
服务，想方设法解决企业遇到
的用电问题，赢得客户的赞誉。

石岛地区拥有众多的企
业，让企业用好电考验着供电
所的服务水平。石岛重工集团
超高(8 . 7米)超长(55 . 35米)大
件必须从石岛东山工业园运至
石岛新港，途经路段近20公里。
由于货物超高，沿途涉及10多
条10千伏配电线路和0 . 4千伏
低压线路需停电拆除，方能保
证车辆通过。由此造成的停电
范围大，影响100余户高低压客
户正常用电。此外，运输时间跨
度长，从清晨6点半起需要一整
天的时间。为此，石岛供电所根
据运输路线，提前组织人员进
行现场勘察，与客户沟通，协调
停电、安措如何布置，确定现场
保障措施，联系所需的车辆、升
高器械，以及恢复送电等事宜。
根据现场勘察和各方协调沟通
的实际情况，制定安措实施方
案，发布停电信息公告，合理调
配所内人员力量，确保运输过
程涉及停送电工作有条不紊、
按序进行。当日14点，运输大件
顺利通过相关高、低线路，到达
石岛港内待运，圆满完成运输
大件涉电安保工作。

优质的服务不仅体现在对

突发状况的解决，更体现在主
动服务企业日常用电上。

近期，为了提高生产力，华
鹏玻璃引进了一条德国进口的
生产线，由德方专家负责安装、
调试。得知这一消息，为配合华
鹏玻璃的用电施工建设，石岛
供电所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服
务，保证客户工程进度。安装的
3台共计7650千伏的变压器和
一台2000千伏的变压器已投入
运行，余下两台也将投入运行，
保障企业的日常供电需求。

同时，石岛供电所还站在
客户角度考虑，为华鹏玻璃推
荐安装了新的玻璃电熔炉，按
平均产量37吨/天来计算，年可
实现电能代替675 . 25万千瓦
时，为企业节省了大量费用。

提高供电质量

治理农村低电压

夏天是居民用电的高峰
期，用电需求激增，为了满足居
民的用电需求，确保电力的正
常供应，石岛供电所每天利用
综合监控室对电压突变的台区
进行分析，及时调整变压器档
位，保证居民用电。同时，夏季
也是大风强降雨多发季节，石
岛供电所组织人员对辖区线路
设备进行特巡，发现很多用户
房屋山头相连的电力接户线固
定尖铁出现了松动，有的甚至
脱落。由于部分用户房屋年久
出现尖铁松动脱落带来了部分
石块移位，出现漏雨现象，给住

户带来危险。针对隐患，石岛供
电所召集全体职工成立了以王
洪春、盛昭辉等党员为骨干的
保电便民抢修队，自筹资金购
置建设材料，开展了一次强降
雨后电力设施抢修消缺、便民
服民活动。在抢修电力设施隐
患的同时，帮助用户修缮房屋
山头，保电力安全促亲民爱民。
这次双赢活动已完成16个台区
50多个用户房屋山头尖铁加
固、山头的维修工作。

今夏，居民家中空调使用
较多，负荷激增导致部分农村
地区电压不稳，电压不足严重
影响空调正常制冷。针对居民
用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入
盛夏以来，石岛供电所开展了
一场治理低电压的攻坚战。石
岛供电所累计斥资80 . 9 5万
元，将柳树2#、南庄1#、沟王家
1#等7个台区的18906米架空
线路全部更换为LGJ-70导线，
将4080米BLV-16、25mm2引
下线更换为BLV-35mm2，使
东山辖区电压超下限率由原来
的1 . 3%下降至0 . 3%，478户居
民端电压稳定了。同时，结合高
损变更换的有利时机，石岛供
电所还对辖区内的6个业务站
点共计44台高损变及部分出线
电缆进行了更换，有效提高了
供电质量。此外，石岛供电所积
极与外协单位沟通，对省公司
批复的2016年33个农网改造台
区加快施工制度，夯实设备基
础，为石岛地区的社会和经济
发展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以以党党建建促促发发展展，，以以用用心心强强服服务务
国网荣成供电公司石岛供电所打通服务客户“最后一公里”

两两家家非非法法制制售售白白酒酒作作坊坊遭遭查查封封

本报荣成10月10日讯(马全
胜 于晓敏) 日前，荣成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辖区的
白酒小作坊开展专项整治，查
封了两家非法制售白酒的小
作坊，并扣押了416 . 5公斤未
出售的白酒。

近日，为加强白酒特别是
散装白酒的质量安全监管，保
障食品质量安全，荣成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辖区的白
酒小作坊开展专项整治，严厉
打击白酒加工小作坊非法制
售散装白酒的违法经营行为。

在整治行动中，荣成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涉嫌无
证加工白酒的两家小作坊实
施了查封。这两家小作坊生产
设备简陋单一，无法满足生产
工艺要求，产出的白酒质量难

以保证；作坊主无法提供食品
生产许可等相关合法证件材
料，涉嫌无证无照经营。执法
人员责令立即停业，依法查封
了生产设备、加工原材料、储
物仓库，并对两家作坊中未出
售的416 . 5公斤白酒予以扣
押。荣成市食药监局将加大检
查力度，对无证白酒生产加工
小作坊，将予以取缔并曝光。

10月7日，首批大天鹅飞
抵荣成市好运角旅游度假区
天鹅湖公园。据悉，今年首批
大天鹅比去年又提前了两天
抵达荣成，再次刷新最早记
录。估计本月底，抵达大天鹅
自然保护区的天鹅将达到上
千只，届时将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拍照留念。

刘炜 杨春宁 摄影报道

天天鹅鹅来来了了

本报荣成10月10日讯 (王
君) 为确保“十一”期间荣成
市水上交通安全，保障游人出
行安全，荣成市港航局与石岛
海事处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荣
成辖区的旅游艇、客渡船、客
滚船和船公司、客运码头进行
了为期3天的安全检查。专项
检查过程中，荣成市港航局与
石岛海事处严格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开具不符合安全生产
情况的登记单，要求限期予以
整改和纠正，把安全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

此次检查的重点是：客运
码头落实港口“三品”检查的
有关规定以及“四客一危”船
舶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情况；
船公司批准文件是否齐全，船
舶证书是否失效，船舶配员是

否满足安全要求，船舶救生、
消防、应急、码头安全设施是
否处于良好状态。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章
制度建立健全和落实情况，安
全生产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
以往历次安全检查中查出隐
患的整改情况，以及船舶事故
和险情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演
练情况等。

荣荣成成港港航航局局与与石石岛岛海海事事联联合合““查查船船””

日前，河西、府新、曙光
等社区开展了重阳节服务活
动，走访慰问了辖区老人，为
他们送去节日祝福和关怀。

李福站 孙铭蔚
日前，得润、华侨、渔港

等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庆国庆”主题活动。
董丹丹 宋艳 张霞 张宁

10月8日是高血压日，为
提高居民对高血压病的重
视，沽河社区卫生服务站的
医务人员开展高血压防治的
宣传活动。 曲苑

为保障广大居民食品安
全，日前，食品药品监督局对
得润社区内的周边餐饮、药
品、商店等服务单位开展专
项监督检查。 董丹丹

随着荣成市高龄老人津
贴制度的落实，今年河东社
区申请高龄津贴的款项已批
复到位。考虑到领取人都是
80周岁以上的老人，河东社
区创新服务观念，采取不同

形式，保证福利资金及时送
到老人手中。 王军锋

为加强应对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保障市
民饮食用药安全，日前，荣成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
食安办、卫计局、疾控中心、
食品药品稽查大队以及各食
品药品监管所开展了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

刘雪芳 陈丽娟
为进一步落实优扶政

策，保障社区对优抚对象验
证的顺利进行，青山社区开
展了对优抚对象上门验证活
动。 张明玉 王建梅

为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营造
重阳节的节日氛围，来自老
干部艺术团、各村文艺队、社
会志愿者、中小学生组成的
志愿队伍走进敬老院举办各
类爱心文艺活动，为老人带
来慰问品，与老人共度重阳
佳节。 李洋

速读

本报荣成10月10日讯(王
茂涛) 日前，荣成市国税局
金税三期升级版首日运行平
稳顺利。运行3天以来，全市
共受理各类登记、发票、申报
等业务1549户次，征收税款
等2388万元。

8日7时30分，荣成市国
税局各办税服务厅人员及当
日值班局领导提前1个小时
全部到岗就位，有序做好金
税三期系统首日正式单轨运
行各项准备工作。

针对实际操作过程出

现的小问题与不足，相关科
室人员现场进行研究分析，
并当场予以解决，确保纳税
人办税过程通畅顺利。为提
高工作效率，减少纳税人的
等待时间，避免出现办税厅
的拥堵情况，荣成市国税局
各办税服务厅合理安排服
务人员，轮流办理业务，做
到午休不空岗，业务不间
断。截止10日15时，全市共
受理各类登记、发票、申报
等业务1549户次，征收税款
等2388万元。

金金税税三三期期升升级级版版首首日日运运行行平平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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