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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2日讯 2月17
日，乐陵公司带电作业班人员
对10千伏南工业线017号线
路开展带电作业，及时排除线
路故障。

乐陵10千伏南工业线017
号线路承载着城区南部多个
重点企业客户的供电任务，2
月1 7日凌晨，乐陵市区供电
所巡线人员对该条线路进行
周期巡视时，发现联通公司配

变自落闸上方接头处有放电
现象。如果停电处理设备缺
陷，会对客户造成很大的影
响。针对这一情况，供电所立
即向公司相关部门汇报，确定
了带电作业进行线路消缺的
工作方案。在公司相关部门的
协调配合下，带电作业车辆和
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紧急抢修，彻底消
除了设备缺陷。 (宋东风)

本报2月22日讯 2月16
日，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组
织人员走进基层站所，为班
组一线人员送去了精选课件
和学习资料。

为切实推进班组建设
“四大体系”全面落地，国网
乐陵市供电公司狠抓队伍
素质能力提升，组织开展了
以“提质增效”为主线的加
油充电进班组活动。活动

中，相关部室针对班组建设
八项重点工作检查考核标
准和质量管理工具应用等
内容，拓宽大讲堂范围和模
式，建立班组大讲堂激励措
施，突出大讲堂实用性和实
效性。各基层站所充分发挥
班组“四室一屋”作用，广泛
开展班组“职工小家”建设，
全面提升班组专业化管理
水平。 (高有联)

本报2月22日讯 2月13
日，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供
电服务人员走进乐陵市成职
教，仔细检查校内供电设施，
针对发现的教学楼西侧配电
箱接线松动、生活区电动车
充电不规范等问题，向学校
值班领导反馈，帮助做好隐
患治理，确保学校安全用电。

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以
深化“安全和绿色用电进校
园”活动为重点，扎实开展隐
患排查专项行动。根据城乡
学校布局，按照划片分区的

方式，及早部署、提前行动，
把任务明确到部门、班组和
乡镇供电所，层层落实责任。
成立13个检查组，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主动与
校方沟通，按照时间约定深
入校园检查用电情况，对客
户变压器、配电箱、电缆通道
等电力设备细致把脉，做到
应查尽查，不留死角。截至
目前，该公司已排查各级学
校11所，帮助学校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5起，解决学校用电
难题13个。 (王爱华)

本报2月22日讯 2月22
日，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杨安
镇供电所人员在杨安镇安子路
村开展雪后特巡检查，及时消
除供电安全隐患。

为做好强降雪天气安全
保电工作，国网乐陵市供电公
司提前安排好应急抢修队伍、
车辆装备、工器具、备品备
件、应急物资和交通、后勤等
保障措施，增加应急抢修值班
和95598值班人员。各运检班

组和13个供电所严格执行设
备重大隐患、故障信息报送制
度，及时组织人员开展雪后特
巡，发现隐患缺陷立即汇报和
处理。调度运行部门加强调度
值班力量，针对电网薄弱环节
做好事故预想和准备措施，加
大设备监控力度，加强对无人
值班变电站的远程巡视检查，
防范发生闪络事件，全力确保
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高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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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 带电作业排故障

春季安全用电宣传

2月13日，乐陵化楼供电所
党员服务队走进韩桥全胜幼儿
园，为小朋友们讲解安全用电

常识和春季电力设施保护的有
关注意事项。新春伊始，国网乐
陵市供电公司组织开展了春
季安全用电大宣传活动，活动
中，13个供电所的党员宣讲队
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通过
宣传车流动广播、面对面现场
讲解、危险点警示公告等方
式，大力宣传安全用电常识和
春季电力设施保护的有关注意
事项，全面营造“安全用电、人
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通讯员 高有联 摄

安全用电进校园 2月17日，齐河县供电
公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
队成员来到县第二实验小
学，开展安全用电宣传进校
园活动，向学生讲解安全用
电、节约用电的常识，提高
孩子们的安全用电和自我
保护意识。

本报通讯员 王保华 摄

雪后巡视保供电

2月22日，齐河县普降大
雪，针对气温骤降和降雪天
气，齐河县供电公司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对供
电线路、设备进行特殊巡视，
全面了解设备运行情况，消
除安全隐患，确保供电线路
和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本报通讯员 王保华 摄

本报2月22日讯 2月17
日，齐河县供电公司安质部人
员对晏城供电所的安全工器
具进行全面检查。为确保生产
人员和作业过程的安全，消除
由安全工器具不合格等问题
带来的安全隐患，该公司组织
人员对变电运维班、配电抢修
班以及各供电所等17个单位
开展了安全工器具专项检查
行动，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
为2017年电网春季检修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保华)

齐河>>

开展安全工器具

专项检查活动

葛 供电资讯

雨雨雪雪天天打打车车，，司司机机随随意意加加价价
相关部门回应，这只是个别现象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刘
潇) 从2月21日下午开始，德
州上空漫天飞雪，处处银装素
裹，出租车生意异常火爆。22
日，记者了解到，德城区部分
出租车司机在雨雪天气，存在
不打表、漫天要价、“被拼车”
等不规范行为。德州市运管处
出租科回应，这只属于个别现
象，凡是发生擅自涨价和不打
表行为可举报，出租车司机将
会受到处罚。

“我21日晚8点多，从高

铁站打车回家，好不容易等
到一辆出租车，司机称起步
价就是50元，因当时还飘着
雪花，为了早点回家，没有办
法也只能坐上车。”杨女士认
为，出租车遇到下雪天气就
漫天要价，这样的行为明显
是不合理的。

“原本需要20多元的打车
费，出租车司机却要加收一
倍。”2月22日上午7时30分，刘
女士在阳光花园门口打车，准
备前去微排酒店，因为雪天路

面结冰，非常难打车。她说，等
车的一个小时内，从她身边过
了好多辆出租车，其中几辆都
显示空车，可一打开车门，车
里却坐着三四个人。

“期间，几次因为不顺路
未拼车成功，最终有一辆出
租车能顺路，张口就是不打
表，去微排酒店需要40元。”
对此，刘女士表示，自己当时
憋了一肚子火，可是因为着
急去工作又很无奈地接受了
现实。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在
德州生活了十几年了，只要有
雨雪等恶劣天气，就会有出租
车司机不打表、漫天要价或者
强行拼车的行为，如果乘客不
给加价，出租车司机还会拒
载，这种天气，他们不愁拉不
到客人。

22日下午，记者将市民遇
到的部分出租车司机不打表、
私自涨价的情况反映给德州
出租车运管处，对此，出租车
科的工作人员表示，德州主

城区出租车一共2400多辆，
除了个别事故车辆，基本在
这种恶劣天气也都会出车，
所以不打表、私自涨价只是
属于个别现象。

“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索要发票记下车牌
号，并拨打热线“12345”或者

“12328”进行举报。”该工作
人员称，举报者需要能提供
车牌号的出租车，经核实信
息后，会对司机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贺
莹莹 见习记者 朱迎雪)
21日下午，降雪如期而至，气温
持续下降。22日，记者走访多家
便民市场发现，蔬菜区比平时
冷清许多，青菜摊位上索性只
摆上“今日样品”，商贩们“统一
行动”为蔬菜盖上棉被保暖。

22日，记者在东地中路便
民市场里看到，因为天气寒
冷，每个蔬菜摊上菜品并没有
摆出来太多。摊上的蔬菜都被
大大小小的棉被覆盖着。“天
气太冷了，菜冻了以后，品相
不好就卖不出去了。”蔬菜摊
主段永安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在多家便民市
场了解到，藕、土豆、菌类是冬
季低温耐储存的蔬菜，绿叶
菜、西葫芦是低气温下易受冻
的品种。近期这些极易冻伤的
蔬菜愁坏了摊主们，更有商贩
迫于无奈，只摆出些许“今日
样品”蔬菜。

“平时盖上一层棉被就够
了，这种降雪天气，就要多盖几
层棉被保证蔬菜不受冻。”在三
八路便民市场经营二十多年的
蔬菜摊主张女士感叹到，这些
蔬菜用棉被盖上，但市民们看
不到菜，都不知道有啥菜可以
买到，一天下来，销量很少。

青菜摊摆“样品” 蔬菜加衣保暖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贺莹莹 ) 2 0 1 7年春运

从1月13日开始至2月21日
结束。2月22日，记者从德
州 火 车 站 、高 铁 德 州 东
站 、德 州 汽 车 总 站 了 解
到，春运期间“三站”共发
送旅客77 . 8万余人次。其
中德州火车站、德州汽车
总站发送人次较去年同
期均略有下降，但高铁德
州东站发送旅客人次较
去年同期增长近 4万，高
铁出行逐渐成为德州人
出行的选择。

据德州火车站工作人

员介绍，春运期间共发送
旅客24 . 9万余人次，较去年
减少3万余人次。2月2日发
送旅客最多，为 1万余人
次，北京、天津方向客流比
较集中。德州汽车总站春
运期间发送旅客近24万人
次，同比去年发送旅客人
数下降一成，共发送18406
个班次，其中春节前农历
二十五至二十九为上班返
程客运高峰期，正月十六
到十九为外出务工客运高
峰期，与以往不同的是，今
年德州高校开学较晚，学
生流比较分散。

春运落下帷幕 高铁出行成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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