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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城>> 班组“微讲堂”提升班组活力

葛 供电资讯

本报11月28日讯 “我
想借这次班组讲堂的机会，
就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和
认 识 跟 大 家 进 行 一 下 交
流。”11月22日，国网德州市
陵城区供电公司输电运维
班利用下班后20分钟开展
了微讲堂活动，员工张卫祖
分享自己的认识。

为全面提升班组成员
的整体素质，促进班组建设

“四大体系”落地，国网德州

市陵城区供电公司创新班
组讲堂模式，设立了班组

“微讲堂”活动，每次“微讲
堂”限制在40分钟之内，让
所有班组成员轮流担当“老
师”的角色，讲课内容不局限
于专业知识，也可以为读书
心得、工作感想等。这一学习
模式的推广，使得平时的业
务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活泼，
富有朝气，同时也提升了员
工学习的积极性。 (赵其春)

本报11月28日讯 为进
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树立电
力企业良好形象，11月23
日，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
公司紧密结合“四个最好”
目标要求，“三镜”并用，不
断提高服务效能。

一是善用“显微镜”抓
管理。该公司从细节入手，
坚持优质服务无止境，建立
客户服务档案和“定人、定
期、定制”服务机制，完善岗
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责

任追究制等日常管理制度，
全面推行首问负责制和限
时办结制。二是巧用“反光
镜”找不足。全体员工认真
分析各类客户投诉问题，查
找自身不足，补齐服务短
板。三是借用“放大镜”聚合
力。将优质服务作为企业的
生命线来抓，“放大”员工岗
位责任，明确工作任务和目
标，努力形成人人肩上有指
标，个个身上有压力，凝聚
全员合力。 (赵其春)

陵城>> “三镜”并用，提高服务效能

本报11月28日讯 为进
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国网
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自
11月23日始，开展了为期两
周线路“降故”专项活动，集
中防治跳闸隐患。

该公司依据1-11月份故
障统计，深入剖析原因，布置
整改措施，一是具化细节管
理，合理协调大修、技改工
程，避免施工影响发生跳闸，
加强负荷监控，做好季节性、
时段性等负荷高峰期预测工
程，科学安排负荷分布，落实
有序用电，做好接地电阻、交

跨距离、绝缘阻值等测量工
作，平衡三相负载，提升供电
能力。二是细化线路巡视，线
路支线、电缆通道巡视落实
到位，及时排查鸟害、设备的
缺陷和隐患。三是强化安全
宣传，大力发动群众，落实电
力设施保护，防止发生外破
事件。四是深化安全大排查
活动，在开展安排大排查活
动的同时，为客户开展排
查，及时清理线路通道，防
止出现三线搭挂，提升线路
健康水平。实现故障率同期
比下降50%。 (杨明轩)

陵城>> “降故”行动提高供电可靠性

陵城>> 与区联通公司开展班组结对共建活动

本报11月28日讯 11月
23日，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
公司与当地联通公司开展结
对共建活动。加强班组建设工
作交流，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管
理理念和工作方法，提升班组
建设水平。

据了解，国网德州市陵城
区供电公司与联通公司签订
了“结对共建”协议书，并召开
班组共建座谈会，该公司营业
班、电费班等班组与联通公司
相关班组建立了共建关系，并
就基层班组建设、职工文化建

设、业务开展情况等方面的工
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交
流，搭建起了进一步交流学
习、共同提升的良好平台。

经过此次“结对共建”，
双方形成了优势互补、共同
进步的工作格局和结对帮扶、
互帮互学、共同提升的良好协
作关系，有效激活了班组细胞
活力，班组之间资源共享、取
长补短、形成帮、带、学、比的
良好氛围，有利于双方推进
共同提升班组建设整体管理
水平。 (宋伟龙)

本报11月28日讯 近日，
地调配调班班长一行三人，对
国网禹城市供电公司调控运
行班的班组结对共建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

市公司督导组首先在公
司应急会议中心召开了班组
建设结对共建专题会议。刘班
长指出：要以班组结对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共建双方的沟通、
交流，取长补短，提升班组建
设管理工作；要创新班组结对
模式，做到从面细化到点，在
做好班组间交流的同时，让班
组成员也要做到“一对一”的

互动学习；要建立学习总结机
制，双方及时将工作中总结的
好的经验做法、遇到的问题进
行通报交流，共同促进各项业
务的提升。会议结束后，督导
组一行深入到调控运行班班组
现场，通过查看资料等方式对
班组建设结对共建开展情况进
行检查，同时对存在的问题给
予正确指导并提出整改意见。

调控运行班将以此次督
导为契机，认真分析存在问
题，尽快制定整改措施，促进
班组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杨志伟)

禹城>> 德州供电公司调度督导班组结对共建

陵城>> “亲情牌”筑牢安全堤坝

本报11月28日讯 “今天
目睹了老公野外作业的辛苦
和风险，回去后我一定多多提醒
他注意安全，开开心心上班，安安
全全回家。”一位员工家属深有
感触地说。11月22日，17名员工
家属在公司领导的陪同下，参
观10千伏东园线改造现场。

为全面做好安全管理工
作，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
司打好“亲情牌”，邀请员工家

属进入施工现场，了解员工施
工环境，充分体会工作劳累和
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促使家属
重视员工健康安全，做到常提
安全事、常吹“安全风”。据悉，
该公司还计划组织“亲情安全
贤内助”评选活动，员工家属
分享作为兼职安全监督员的
经验和做法，一起交流、探讨，
营造安全提醒“比学赶帮”的
良好氛围。 (彭东生)

本报11月28日讯 11月24日，国
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彩虹党员
服务队队员深入五李社区蔬菜大棚
基地，为菜农布置线路，排查隐患，宣
传安全用电知识，受到菜农广泛欢迎
和赞扬。

西葫种植是陵城区的特色农业
产业，仅临齐街道西葫大棚种植面积
就达4万余亩，产量50万吨，产品远销
北京、上海、天津等30余个大中城市，
被农业部确定为万亩日光温室西葫
生产基地。针对西葫大棚数量多、分
布广的特点，陵城区公司专门成立了
特色农业保电服务队，联合彩虹党
员服务队深入大棚蔬菜基地，对菜
农开展“零距离”服务。定期为菜农
检查线路设备，查排隐患，消缺整
改，确保大棚用电的可靠供应。积极
开展电力咨询和安全用电知识宣传，
确保菜农用电安全。 (彭东生)

陵城>>

用心服务大棚蔬菜用电

本报11月28日讯 11月24日，国
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走进城区沿街商铺中，为其义务检
修线路，宣传安全用电常识，进一步
提高商户安全用电意识，以实际行动
丰富感动式服务内涵。

为了使宣传活动取得预期效果，
该公司制定详细宣传活动方案，印制
通俗易懂的《安全用电小常识》及《安
全用电宣传手册》等安全宣传资料。设
立宣传现场，16名着装整齐的宣传人
员分组进入临街商铺发放宣传资料，
进行讲解、答疑。同时为其检查维护室
内线路，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单、张贴宣
传挂图，提高群众安全用电和电力设
施保护意识，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累计走访用
户280余户，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0000
余份，全力保证城区商铺用上“安全
电、放心电”。 (宋伟龙)

陵城>>

优质服务进商铺

经济技术开发区盛和便民市场突发大火

四四家家小小吃吃铺铺被被烧烧得得面面目目全全非非
本报11月28日讯 11月28日下

午4时许，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盛和
便民市场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
火势凶猛。大火持续了30分钟左右，
主要经营面食的4家小吃铺被烧得
面目全非，所幸并无人员伤亡。目
前，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下午4时30分许，消防队员接到
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将大火扑灭。
火灾现场一片狼藉，主要被烧毁的4
家小吃铺已经面目全非，店内大多
数生产设备、电器、存货也已被烧得
焦黑。为防止二次爆炸，消防队员正
在疏导交通和维持秩序。

在现场，被烧毁店铺的一位经
营者掩面痛哭，“我们家不仅房屋和
生产设备等物品被烧毁，自己刚取
出来的七千多元现金也已化为灰
烬。”据他介绍，因为着火时是下午
休息时间，他们几个人都已经离开，
等赶来的时候东西已经烧没了，无
论如何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目击者宋先生称，下午4时许，
开水果店的邻居说店面被烧，希望
前去帮忙。“但我们赶去救火时，现
场已是一片火海，根本无从入手。”
据现场知情人士透露，起火的原因
可能由于室内的煤球炉子导致，然
后迅速蔓延至周围的多家店铺，才
造成损失惨重。目前，具体的起火原
因尚在调查之中。

本报记者

本报 1 1 月 2 8 日
讯 (记者 刘振 ) 近
日，德州市制订并印
发了《德州市燃煤锅
炉治理工作方案》，
对10吨以上锅炉、10
吨及以下锅炉实行
分类治理。截至10月
底，10吨及以下锅炉
完成治理1655台，完
成率超九成。

德州市组织召
开全市燃煤锅炉治
理工作会议，严把燃
煤锅炉治理大中型
锅炉改造控制关、改
造技术方案关，组织
县 (市、区 )根据每台
燃煤锅炉的类型、实
际运行状况及企业
经营情况等，制订合
理的治理方案，并由
县 (市、区 )分管负责
人签字、加盖政府公
章后，汇总形成全市
燃煤锅炉治理“一县

一册”。组织对全市
1 0 吨以上锅炉全部
开展现场调查核实，
编制并印刷《德州市
燃煤锅炉治理 1 0 吨
以上锅炉手册》。

另外，德州市还
为燃煤锅炉改造企
业提供技术衔接服
务和资金支持，每月
对全市燃煤锅炉治
理工作情况集中调
度并向全市进行通
报。根据全市燃煤锅
炉治理最新工作通
报 ，全 市 燃 煤 锅 炉
中，10吨以上锅炉任
务数为165台，截至10
月底，已完成治理79
台，治理任务完成率
为47 . 88%；10吨及以
下锅炉任务数为1737
台，截至 1 0月底，已
完成治理1655台，治
理 任 务 完 成 率 为
95 . 28%。

燃煤锅炉分类治理

10吨以下完成率超九成

盛盛和和便便民民市市场场几几家家店店铺铺被被烧烧得得面面目目全全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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