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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家家之之路路突突遭遭一一道道铁铁门门““封封堵堵””
到底是谁所建，居民很纳闷

本报7月19日讯 7
月12日，国网乐陵市供
电公司胡家供电所人员
利用员工自行设计制作
的便捷抢修梯开展营销
普查，及时消除设备缺陷
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
客户安全可靠用电。

为全面提升供电服
务水平，国网乐陵市供
电公司紧紧围绕客户用
电需求，坚持客户导向、
问题导向，定期组织开
展不规范服务行为专项
治理，深入查找供电质
量、服务行为等方面的

问题和不足，及时制定
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各
供电所和基层班组人员
立足本职岗位，抓创新、
补短板、提效率，切实提
高客户满意度。迎峰度夏
期间，该公司员工结合抢
修服务工作实际，自行设
计制作了便捷抢修梯，因
为其轻巧安全、折叠方
便、利于携带等特点，受
到一线员工的普遍欢
迎，在用电检修和客户
服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有效提高了用电服
务工作效率。 (高有联)

本报7月19日讯 7月12日，
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电力施工
人员克服烈日高温影响，加快井
家棚户区项目用电增容施工，为
棚户区居民早日回迁新居提供
安全可靠的用电保障。

棚户区改造是关系千家万
户的民心工程，为确保这样的民
心工程早日惠及棚户区居民，国
网乐陵市供电公司紧紧围绕乐
陵市3年内消灭所有棚户区的整
体规划，提前做好棚户区项目用
电增容改造。入夏以来，相关部

门和单位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
施工作业人员，及时做好施工队
员的防暑降温工作。参加工程施
工的电力员工起早贪黑，顶烈
日、冒酷暑，以提供“最好的服
务”为目标，加快工程施工进度，
勇做全市棚户区改造的排头兵。

据了解，井家棚户区项目
共投入电网增容改造资金900
多万元，新装配变6台，新架水
泥杆3基，架设绝缘导线2000
米，新增高压电缆1750米，新增
低压电缆8500米。 (高有联)

本报7月19日讯 7月12日，
庆云县供电公司心系派出“第一
书记”村的贫困户雨后房舍情
况，扶贫工作队专程再次入户走
访摸底，了解大雨过后各贫困户
的受灾情况，房舍损坏情况，以
便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

近年来，该公司认真贯彻落
实省、市公司和县委县政府决策
部署，勇担社会责任，针对精准
扶贫、“双联双创”、第一书记等
系列扶贫行动，以“双联双创”为
总抓手，扎实践行“两学一做”，
坚持扶贫开发与提升农村供电

保障能力相结合，多方筹集资
金，为扶贫行动做出了积极贡
献。为促进贫困村的经济发展，
该公司与贫困村结成精准扶贫

“对子”，全面开展精准扶贫。多
次进村与村干部共同商讨如何
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深入困
难群众家中走访，送去救助金。
针对村内路灯设施老化，给村民
晚间出行造成不便的情况，在短
短十天的时间内，义务为村里安
装上路灯，不仅方便了群众夜行，
而且美化了农村环境，赢得村民
的一致好评。 (解敏 刘海英)

本报7月19日讯 7月15日
中午时分，室外温度高达40摄氏
度，阳光炙烤着大地。在庆云县
东辛店乡小李村，国网庆云县供
电公司施工人员顶着烈日阳光，
正在加紧进行中心村建设升级
改造，为确保“迎峰度夏”供电安
全提供坚强保障。

据了解，小李村共有用户
180户600余人，月用电量近3万千
瓦时，用电负荷集中时，跳闸断电
时有发生。为从根本上解决该村

“低电压”问题，该公司积极筹措

资金纳入改造计划，加紧落实升
级建设改造工程，最大限度地改
善村民用电质量，为“迎峰度夏”
安全保供电提供坚强保障。

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
响用电负荷迅速攀升，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面临严峻挑战。为提升
电网安全运行水平，进一步夯实
电网根基，该公司加快推进电网
升级建设改造力度，切实通过改
善电网构架，从根本上解决用电

“卡脖子”等问题，努力让百姓过
上一个“清凉”夏季。(解敏 刘冲)

乐陵>>

加快棚户区项目用电增容施工

庆云>> 走访慰问贫困户

庆云>>

坚守高温“炙烤” 确保百姓“清凉”

乐陵>> 班组创新提效率

本报7月19日讯 7
月12日，国网宁津县供电
公司组织供电所13名专
责人，来到220kV宁津站
变电检修班大讲堂，参
加接地装置检测培训。

该公司变电检修班
玫长作为主讲人，详细
讲解了接地装置使用方
法，设备接地引下线导
通检测方法、接地网接
地电阻检测方法、接地
电阻合格标准等内容。

学习过程中，各专责人
与主讲人热烈讨论检测
方法，积极动手测试，参
加培训人员边学边练全
部掌握检测技术。通过此
次培训，各供电所专责人
掌握了接地装置检测技
术，对接下来全面开展
输、变、配电设备接地及
地网安全专项检查，迎
峰度夏期间电网可靠供
电奠定了良好基础。

(赵慧斌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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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9日讯
近日，德州供电公司营
销服务人员专门赶赴乐
陵市花园镇后刘村村民
何玉德家中，解答他在
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过
程中，在验收和结算等
方面产生的疑问。与以
往不同的是，该公司创
新手段，首次利用手机
实时直播了整个过程，
并现场召开服务管控大
讲堂，切实提升服务水

平。这是该公司开展“心
服务 送清凉”活动的
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提升供电
服务水平，德州公司在
夏季启动了“心服务
送清凉”活动，活动针对
配网抢修、业扩报装、

“互联网+”服务、大客户
专属服务、清洁能源和

“阳光扶贫”六个方面，
采取三十条系列措施。

(大伟 爱广 王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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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9日讯 7月3日，随着苏
庄站220千伏中苏线完成保护及通道
更换并顺利送电，德州电网最后两套
高频保护更换为光纤差动保护，标志
着高频保护退出德州电网继电保护
历史舞台，德州电网线路保护通道光
纤化率达到100%，正式迈入全光纤
时代，设备运行可靠水平进一步提
升，为保障德州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打
下坚实基础。

(臧海洋 王衍)

7月15日，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
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等内容，各党支部围绕结合本职工
作，就如何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向最美共产党员学习等
开展讨论。每月1 5日的党员集中学
习讨论，是国网乐陵市供电公司开
展党员系列活动的规定动作。

本报通讯员 高有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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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9日讯 7月17日，齐河
县供电公司仁里供电所职工正冒高
温对辖区公用变压器和设备进行测
温。面对高温酷暑，该公司成立14支
巡视小组，开展夜巡、测温、测负荷
工作，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有隐患早
排查，有缺陷早处理，有效应对高温
天气对电网带来的挑战，确保全县
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王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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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供电资讯

本报7月19日讯(记者 路龙帅 实
习生 马金瑞) 7月19日，市民王先生
拨打热线反映称，运河经济开发区帝景
城家园小区物业在连接新港后街和三八
西路南北走向的小路(银龙花园小区东
墙外)南北两端安装铁质大门，严重影响
到周围居民正常出行。然而小区物业对
于建门一事却称不知情。

据王先生描述，大约在三四天前，银
龙花园小区东墙外，连接新港后街和三
八西路的小路突然被封堵，道路两端被
建筑铁大门，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的出
行。王先生称，此处大门为帝景城家园小
区物业所建。让他不解的是，这条他已经
走了五六年的“公共”道路，怎么突然就
被圈到了小区内？

市民孙女士也比较纳闷，两年前她
搬到附近小区居住，每天出行都会经过
此处。三天前，当她再经过此处时发现，
道路两端被安装上了铁大门，然而铁大
门是谁所建，孙女士称，并不知情。

7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帝景城家园
小区，在小区东侧，记者看到这条被封堵
的南北路，路的两端都已安装上铁大门，
在北端大门附近还摆放着正在喷漆的铁
栏杆，几名工人正在路西侧铺设花砖。

“应该是规划的车位。”其中一名建筑工
人称，他们只负责施工，但具体是谁所
建，他们也不知道。

随后，记者来到帝景城家园小区
物业。说明来意后，该物业一工作人
员表示，此处原本只有一条水泥路，
路两侧是裸露的泥土，且有垃圾堆

放，每当刮风下雨都会对周围环境产
生影响，物业也曾多次出钱出力清理
这条小路。“但这次修筑铁门和铺路
并不是我们所为。”

至于该道路归谁所有，又是谁出钱
修的路，谁建的铁门，谁请来的施工人
员，该工作人员的回答都是并不知情。

本报7月19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李娜) 7月14日—15

日，陵城区委副书记王林带领党
政代表团到莱山区召开陵城区
莱山区开展扶贫协作第二次联
系会议，会议交流了两地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和扶贫开发工作情
况，签署了人才、招商、项目、旅
游四个合作协议。

莱山、陵城两区间旅游扶贫
协作，由莱山省级旅游度假区
管委、陵城区旅游局共同承担。
合作协议依托两区优质的旅游
资源，在实施旅游项目开发共
建、旅游市场联合开发、开展乡
村旅游扶贫交流活动、构建旅
游商品展销平台四个方面深入
开展旅游扶贫协作。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群众
主体、坚持优势互补，聚焦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

陵城区莱山区

签订旅游扶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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