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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励志班开班

112200名名贫贫困困学学生生免免费费学学技技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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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到位”做好安全大整顿复工准备工作

葛 供电资讯

本报5月24日讯 5月15
日，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召集
各工程项目负责人召开停工
整顿专题会议，集中学习青岛
5 . 14事故案例通报，敲响安
全警钟，杜绝安全事故。

在停工整顿专题会上，与
会人员对青岛5 . 14事故中暴
露的安全管理基础薄弱、安
全承载能力不够、人身风险
防范能力不足、员工安全意
识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
认真剖析，制定完善了公司
安全风险防控措施。一是严

格落实《生产作业安全管控
标准化工作规范》，实施作业
风险辨识、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全过程闭环管理。二是制
定“两票”执行管理规范，解
决填写不规范、执行不到位、
农网无票作业等问题，加强

“两票”执行和监督考核。三
是严格落实领导干部、管理
人员到岗到位监督，切实做
到与施工作业人员同进同
出、联责联考，监督落实现场
安全管控措施，及时消除缺陷
隐患。 (高有联)

本报5月24日讯 5月
17日，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
党委班子成员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分头行动，到位检查
工程项目停工整顿落实情
况，全面分析人员工程量承
载度匹配状况，认真开展现
场安全风险评估。青岛5 . 14
事故发生后，国网乐陵市供
电公司采取安全督导、现场
评估、人员考评和管控考核
四个到位举措，有的放矢进
行停工整顿安全整改，为工
程项目复工做好充分准备。

停工整顿期间，该公司
进一步制定完善了安全考
核管控措施，严格落实领导
干部、管理人员到岗到位监
督，切实做到与施工作业人
员同进同出、联责联考，通
过加强施工机具管理和“四
不两直”飞检，监督落实现
场安全管控措施，及时消除
缺陷隐患，查禁违章作业行
为，全面强化作业现场安全
风险管控，切实杜绝施工作
业 现 场 各类安全事故的
发生。 (高有联 谢贵亭)

5月22日，国网乐
陵市供电公司人员对
10千伏小胡线浩光支
线开展雨前特巡，提前
应对恶劣天气对电网
设备安全运行影响。

本报通讯员 高
有联 摄

特巡线路应对恶劣天气

5月21日，武城县供电
公司运河供电所员工走进
山东波图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帮助结对的设备一
车间开展安全用电指导工
作，从“微”处着想，广泛开
展“三微行动”，深受结对
客户的欢迎与认可。 本
报通讯员 霍丽雯 摄

“三微行动”助力班组结对共建

警企联合开展宣传活动

5月12日晚，武城县供电
公司联合团县委举办“青春
有约、缘聚武城”青年联谊活
动，进一步丰富青年员工业
余文化生活，拓宽青年员工
的沟通渠道，为青年员工深
入沟通交流搭建一个轻松活
泼的交友平台。 本报通讯
员 郑智慧 杨加明 摄

举办“青年之声”第三届青年联谊会

5月15日，武城县供电公司来到
县第一实验小学，为小学生宣传安
全用电知识，创新“讲授+互动”的
灵活机动授课方式，用寓教于乐的
形式将安全用电知识传输给学
生，确保少年儿童夏季用电安全。

本报通讯员 杨加明 郑智慧
摄

5月15日，武城县供电公司组
织员工开展高层建筑消防疏散应
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现场教学
的模式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增强火灾现场应急逃生与自救互
救能力，促进了公司安全管理水
平的整体提升。 本报通讯员 郑
智慧 杨加明 摄

消防疏散
应急演练开展

5月17日，武城县供电
公司联合县公安部门集中
开展电力设施保护专项宣
传活动，通过街头宣讲、发
放宣传单，普及电力法律
知识和安全用电常识，提
高群众自觉保护电力设施
意识。 本报通讯员 郑
智慧 杨加明 摄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刘
潇 见习记者 朱迎雪 通
讯员 王培培) 5月24日，德
州市“职教扶贫 携手圆梦”
活动暨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第二届“励志班”开班
仪式举办。德州120名贫困学
生将减免学费、住宿费等所有
收费，通过三年学习，掌握一
门技术，学校并根据所学专业
和个人意向安排就业。

据悉，为响应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以及山东省委省政
府、德州市委市政府扶贫工作
相关工作部署，“让贫困家庭
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
教育”，打通教育扶贫攻坚的

“最后一公里”，在德州市扶贫
办、德州市教育局的指导下，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派出11个工作小组，奔赴11个
县市区，行程30000多公里，走
访近800个贫困家庭，接收贫

困学生120人，组建第二届“励
志班”。

根据扶贫政策，德州交专
将减免“励志班”学生的学费、
住宿费等所有收费，并每月发
放500元生活费，三年预计投
入300多万元。学校保证学生
通过三年学习，掌握一门技
术。根据所学专业和个人意向
安排就业，保证就业实习期
后，工资收入在3000元以上。

“可以这样说，从励志班

同学入校那天起，励志班同学
就有了生活保障，减轻了家庭
负担，脱贫就有了指望。”德州
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魏荣庆称，“职教兴业，教育报
国，教好一个学生，致富一个
家庭”是学校建校三十多年来
的办学目标，教育是最有效的
扶贫，职业教育是最直接的扶
贫。

据德州市教育局局长张
书鹏介绍，一直以来，德州市

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
龙头，紧紧围绕建设高素质劳
动力培训输送基地这一重要
任务，大力加强基础能力建
设，扶持了汽修、新能源、新材
料、建筑、电梯等职教品牌。高
等职业教育和民办职业教育
的办学质量走在了全省前列。
特别是德州交通职业中专创
立了“励志班”开创了全市技
能扶贫的新模式，开启了职教
扶贫的新篇章。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
员 李惠明 刘俊丽) 24日，记者在德
州市公共汽车公司了解到，因德州市东方
红地下人防工程(即东方红名店街一期工
程)于3月22日开工，解放中大道(柴市街—
东方红西路)路段进行封道施工，市公共
汽车公司根据线路道路通行状况，计划自
2017年5月27日起对公交2路线进行临时调
整，调整如下：

由火车站开往付庄方向，运营路线不
变；由付庄开往火车站方向线路调整为：
付庄发车沿大学路→德兴大道→三八路
→湖滨大道→东风路→迎宾大道至火车
站。此方向临时取消站点：三八便民市场
(北侧)、人民医院(北侧)、一中(北侧)、步行
街东门、贵都大酒店；临时增加站点：中心
广场(路西)、新湖风景区(路北)、青少年宫
(路北)、医药大楼(路北)。

待道路施工完毕且具备通行条件，公
交适时恢复原线路运行。

公交2路线临时调整

临邑公安多警联动

3300分分钟钟打打掉掉一一拦拦路路抢抢劫劫团团伙伙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贺莹

莹 通讯员 贾强 刘原) 近
日，临邑县公安局多警联动、快
速反应，30分钟成功打掉一持械
拦路抢劫过往车辆的犯罪团伙。

2017年5月12日凌晨3时14
分，临邑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
警称，有人在省道318临盘街道
小卢家处持械对过往车辆实施
抢劫。接警后，该县公安局立即
启动情指联动机制、合成作战
机制，当日值班指挥长一方面
组织民警展开视频侦查，命令

特巡警大队、刑警大队携带武
器装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另
一方面迅速 启 动“ 关 城 门 ”机
制，调集交警及相关派出所等
多部门警力开展围追堵截，全
面实施合成化、立体化作战。
凌晨3时45分，民警赶到现场，
立即下车实施围追抓捕，成功
将犯罪嫌疑人马某某、杨某某
二人当场抓获，并缴获作案车
辆一部。当天下午5时左右，另
一名犯罪嫌疑人乔某某迫于公
安机关搜捕压力，主动投案，至

此该拦路抢劫团伙的犯罪嫌疑
人 全 部 落 网 。现 已 查 明 ，自
2017年5月7日凌晨开始，犯罪
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乔某
某交叉结伙持铁管、镐把驾驶
摩托车、比亚迪轿车先后窜至
临 邑 辖 区 不 同 路 面 拦 路 劫持
过往车辆及行人，作案11起，劫
得赃款2500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某、
马某某、乔某某因涉嫌抢劫罪已
被临邑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此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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