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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供电资讯

本报 2月 2 7日讯 “您
好，您单位的配电室存在着
杂物乱放、个别绝缘部件老
化等问题，这是整改通知书，
请于限期内整改。”2月13日，
德州公司用电检查人员来到
德州市第二中学配电室，检

查设备运行情况。
为全面提升客户安全用

电水平，德州公司打响用户
设备隐患治理攻坚战，对全
市2 . 6万个客户配电室开展
全面治理。

(王衍 张峰)

本报2月27日讯 2月10日，笔者
从宁津县政府工作报告中获悉，国网
宁津县供电公司机井通电、小城镇(中
心村)改造升级工程等强网惠民工程
被列入2017年全县十项民生实事。

2017年，该公司围绕县委提出
的构建“一核一极一圈”的“三个一”
建设大会战要求，将继续加大电网
建设和农网改造升级工作力度，新
建110千伏郭相智能变电站1座，新
建110千伏出线2回，线路长度29 . 1
公里,新建10千伏出线24回。改造35
千伏杜集变电站1座，改造35千伏城
杜线、柴杜线输电线路22 . 3公里，加快
推进配网改造升级工程，新建10千伏
线路60 . 61公里，新建低压线路31 . 1公
里。全面完成机井通电工程和小城镇
(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基本消
除配变重过载，供电可靠性、电压合
格率将明显改善。 (宁小轩)

本报2月27日讯 2月13
日-22日，国网宁津县供电公
司分别利用早调会、周工作例
会等抽取部分中层干部、重点
岗位人员进行述责述廉，严格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压实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提
高党风廉政建设水平。

该公司述责述廉工作做
到“有加、有减、有创新”，一
是参加人员范围有所增加，
除全体中层干部外，还将管
控人财物等重点岗位工作人

员纳入述责述廉范围；二是
减少会议时长，述责述廉采
取书面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
方式灵活，注重效果；三是注
重融合，将公开述廉纳入公
司周例会、党支部组织生活
会、部门班组会议中，不单独
组织大范围述责述廉会议；
四是公开述责述廉后进行民
主评议环节，评议结果纳入
个人廉政档案；五是加大宣
传报道力度，为改革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 (宁小轩)

宁津>> 中层干部、重点岗位人员述责述廉
本报2月27日讯 2月

6日—7日，国网宁津县供
电公司组织召开班组对标
分析提升大讲堂。

大讲堂上，由专业部
门对相关指标进行讲解；
各班组、供电所依次进行
汇报，分析预测指标段位
及失分原因，对有关指标
提问和问题情况交流。一
是要树立工资待遇与对标
成绩挂钩的意识，把会议

精神落实好，传达到每一
位员工，要以业绩指标为
导向，确保压力到位；二是
要及时交流经验、共同提
高，大家要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有合理化建议
及时反馈；三是加强执行
力，让人人都有压力，各部
门要为班组、供电所做好
管理和服务工作，发挥管
理 职 能 和 支 撑 保 障 的
作用。 (王峰 张兴华)

宁津>> 举办班组对标分析提升大讲堂 宁津>>

机井通电等工程建设

列入县十项民生实事

德州公司>> 打响客户配电室治理攻坚战 2月22日，武城县供电公
司组织人员对110千伏武凤线
开展风雪特巡，及时发现线路
故障，对重要设备、重要线路安
排专人蹲守，随时汇报现场情
况，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全
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本报通讯员 郑智慧
杨加明 摄

风雪特巡力保电网安全运行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刘振 通
讯员 刘学芹) 日前，齐河县召开全
县环境保护专题工作会议，会议主要
对全县的扬尘综合治理、环境信访查
处案件“回头看”、环境网格化监管体
系建设等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安排
和部署。

该县制订印发了《齐河县商混企
业、砂石料场、砖瓦窑、石灰窑清理整顿
工作的实施方案》，在全县范围内组织
开展为期2个月的商混企业、砂石料场、
砖瓦窑、石灰窑专项清理整顿工作，自2
月14日开始至3月底结束。要求各乡镇
(街道)、相关单位结合方案的要求，进
行全方位、地毯式、CT式地专项摸底排
查，列出一批关停取缔淘汰拆除的名
单，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企业的关停取
缔拆除工作。

候候诊诊时时““猝猝死死””，，医医院院上上演演生生死死急急救救
医生护士轮番上阵，为抢救赢得先机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刘振 通
讯员 贾丽梅 刘燕) 2月21日下午，
临邑县环保局执法检查人员在局会议
室参加了市环保局组织的加油站回收
装置监管工作培训视频会。专家重点讲
解了对油罐、加油机、加油枪的油气回
收装置的监管要点，油气回收装置的检
查重点等。

临邑县环保局立即按照视频会议
的要求，全面贯彻落实。高度重视此次
专项检查工作，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了
检查重点，迅速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建
立一站一档的台账管理制度，完善油
库、加油站管理档案。

齐河>>

召开环境保护

专题工作会议

临邑>>

参加加油站

油气回收培训会本报2月27日讯 2月23
日，中石油德州公司组织领
导班子、机关及油库员工共
计38人到德州市廉洁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

在工作人员的解说下，
大家共同了解了德州市廉洁
教育基地的基本情况，重温
了“两学一做”学习精神，深
入学习了从古至今清正廉洁
的正面人物事迹及贪污腐败
的反面人物教训。在展示大
厅，大家共同走上“至廉而
威”的显示屏，感受廉洁自
律、威严而起的氛围。在用

“权、利、色”等六个大字组
成的囚笼前，工作人员为大
家解读了“算好人生N笔账”
的人生真谛，随后鸣响了警
世钟。

参观结束后，中石油德
州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孟鹏伟在现场作了总结。孟
鹏伟结合参观学习中的“公
仪休拒鱼”故事及典型反面
案例要求各岗位加强自律，
时刻警钟长鸣，将德州公司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抓实抓好，营造公司上下清
正廉洁的工作氛围。

中石油德州公司

组织员工参观廉洁教育基地

本报 2月 2 7日讯 为 助 力 春
耕，自2月13日起中国石油德州销
售分公司特选取10座加油站，以重
磅优惠回馈德州市民。其中，0#普
通柴油自助加油机价格直降0 . 3元
/升，个人记名卡单次充值3000元
(含)以上，再优惠0 . 15元/升。也就
是说，持卡来中国石油加柴油累计
可优惠0 . 45元/升！

具体开放站点：德州05站、12
站、1 4站、1 9站、2 7站、4 0站、4 4
站、4 5站、6 7站。站点地址获取请
关注“中国石油德州销售”，更多
优惠活动请到店咨询！

到这10座加油站

加柴油有双重优惠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徐良 王志强 通讯员
任霄 马凤娥) 近日，在
德州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上
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生死时
速”。一位病人猝死倒地后，
多位医护人员轮流上阵，全
力抢救，用责任和专业把一
个生命从死亡的边缘拉了
回来。

2月23日一早，62岁的
李勇(化名)在儿子的陪同
下，从武城赶到市人民医院
就诊。早在2003年李勇就被
检查出心衰，期间吃药治
疗，但很少做及时全面的检
查。没想到这未加重视的十
多年的老毛病，差点要了他
的命。

23日上午，在位于市人
民医院门诊楼二楼的心内

科候诊时，老人身体先是前
后轻微摇晃，接着向前走两
步，试图扶住门诊室的门框
支撑身体，这时他的儿子扶
住了他。随之，老人突然倒
地，扶住他的儿子也没能将
他搀住。

监控上的时间显示为9
点27分。门诊部得到信息
后，在此负责导医的两名护
士，尚月和刘莹急速赶来，
简单查看后，尚月和家属将
老人放平，已有三个月身孕
的护士刘莹跑到一楼寻求
急诊科的帮助。

与此同时，61岁的心内
科医生张建民听到一声响，
转头看到门口处一老人倒
地，他迅速起身，走上跟前
对倒地老人进行检查：心音
消失、没有呼吸、颈动脉无

法扪及，有着35年工作经验
的张建民，确定其为猝死的
典型症状，立即跪地给予其
胸外心脏按压。随后，护士
尚月、呼吸科医生郭慧等多
名医护人员轮流为患者做
胸外心脏按压。

急诊科王世军等医护
人员赶到现场后，医护人员
合力将患者抬上担架车，继
而，胸外心脏按压持续。

9点35分患者被送到急
诊科抢救室。

经检查确诊为扩张性
心肌病、室颤，在为老人做了
两次电击除颤后，9点40分左
右，患者呼吸心跳趋于正常，
患者家属长舒了一口气。

“这位老人患有心衰，
心功能是正常人的一半，而
且这些年没有进行检查情

况用药，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病情。”德州市人民医院心
内科医生、李勇的主治医生
耿雪介绍，目前患者病情趋
于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
步的治疗。

“此次突发情况患者能
成功获救，最关键是医护人
员抓住了猝死患者黄金抢
救4分钟。大家轮流上阵，只
有一个意念，就是要将他救
回来。”德州市人民医院门
诊部主任王晓亮说。

据悉，为进一步提高全
体人员的应急水平和救援
能力，德州市人民医院一方
面加强全院职工急救技能
培训，要求院内职工须人人
掌握急救技能，另一方面加
强了应急演练，提高了应急
急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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