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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至11月10日，文登供暖进入交费期
本报文登10月10日讯(记者

姜坤) 文登恒源热电和威

海众音热电发出通知，文登供

暖进入交费期，今年供暖收费

于10月10日全面启动，交费时

间为2018年10月10日-11月20日
(节假日不休)，今冬供暖价格

不变，文登中心城区居民住宅

用户供热价格仍为23元/平方

米。

恒源热电的供暖用户可以

采用五种方式交费。

(一)毓菁华供热服务大厅

交费，用户持收费卡到营业厅

交费，没有收费卡的用户需携

带房主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与房产证(购房合同)的原件和

复印件到所属大厅办卡交费，

用户可当天办卡、当天交费。

(二)微信交费，通过扫描
威海第二热电集团二维码或微
信搜索“威海第二热电集团”加
关注，绑定供暖用户卡后，可在
线交纳采暖费。

(三)网上交费，登陆二热
电 集 团 官 网 ( h t t p : / /
www.whredian.com/)，点击
“采暖费网上交费”，在支付页
面正确输入用户卡号(无需输
入用户编号)，按照提示完成网
上支付。其中，收费卡卡面编号
即为用户卡号。

(四)手机银行交费，用户
还可以通过威海市商业银行、
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
的个人网银、手机银行、自助终
端等渠道缴纳采暖费。

(五)银行网点交费，用户
持收费卡到指定的银行网点交

费。
威海众音热电供暖用户可

采取两种交费方式交费。
(一)文山清华园供热服务

大厅交费，用户持收费卡到营
业厅交费，没有收费卡的用户
需携带房主身份证的原件和复
印件与房产证(购房合同)的原
件和复印件到所属大厅办卡交
费，用户可当天办卡、当天交
费。

(二)微信交费，通过扫描
众音热电二维码或微信搜索

“众音热电”加关注，绑定供暖
用户卡后，可在线交纳采暖费。

今冬将继续执行“看天供
暖”政策，一旦在供暖期前遭遇
强降温等恶劣天气，将根据上
级通知提前供暖。正常采暖期
一般从上年度11月20日开始，

至下一年度的4月5日结束，共

135天，但是如遭遇强降温等恶

劣天气，供热部门可视情况提

前或延长供暖时间。

文登恒源供热辖区将于10

月15日开始对采暖系统进行冲

水试压。文登众音供热辖区将

于10月20日开始对采暖系统进

行冲水试压。

凡属以下情况，请到公司

营业大厅交费：

1、无供暖交费卡的用户

(需携带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原

件、复印件及房主身份证原件、

复印件到营业厅办理)；
2、阁楼申请封堵的用户；
3、往年有欠费和往年停供

又没有办理开封手续的用户；
4、往年存在违规用热未处

理的用户；
5、商业网点和公建单位用

户；
6、需要修改收费信息的用

户(需携带房产证、身份证)；
7、对收费有异议的用户。
8、未正式移交我公司的新

建小区用户，需到开发商或物
业处报名交纳暖气费。

文登众音热电服务电话：
8264001

文登恒源热电服务电话：
8258889

文登中心城区居民住宅用户供热价格仍为23元/平方米

用电服务 “一次办好”
区供电公司探索“获得电力”新模式

本报文登10月10日讯(通讯员 宋英
红) 近日，来供电公司办理业务的客
户发现，高压客户业扩业务办理时长从
20个工作日缩短至11个工作日，而办理
低压业务更是缩短至3个工作日。

“只用一个周时间，供电公司就会
给我们出一个正式的供电方案及答复，
基本上就是第一次过来提交一下申请，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我们去操心，不用再
跑第二趟，非常的方便快捷。”文海置
业工作人员隋灵燕对供电公司的服务大
加赞赏。

今年以来，区供电公司深化“一次
办好”改革，积极探索“获得电力”新
模式，切实满足群众的用电需求。“按
照要求，我们供电公司也在整理自己的
服务项目清单，并进行公示，什么时间

带什么样的资料，一次性告知客户，能

采集的我们就直接在平台上采集使用，

避免客户来回的跑腿。”区供电公司营

销部营业班副班长郭莉介绍说，下一

步，区供电公司将用电业务引入区政务

大厅供电服务窗口，积极参与政府“互

联网+‘政务平台建设，加快融入一体

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与发改、规

划、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数据共

享。

据了解，“获得电力”是营商环境

评价的指标之一，主要包括获得电力时

间、环节、成本和供电可靠性四个维

度。供电公司将优化行政审批和电网内

部流程，着力打造环节少、时间短、造

价低、服务优“获得电力”新模式。

区人社局开展
失业人员优惠政策讲座

本报文登10月10日讯(通讯员
王建虎) 近日，文登区人社局在天恒
职业培训学校举行了失业职工优惠
政策讲座，共有40名失业职工参加了
此次讲座，并现场发放《失业人员就
业指南》。

讲座重点介绍了失业职工普遍
关心的失业金领取、失业期间社保交
纳、“4050”社保补贴、创业贷款和一次

性场地租赁补贴等政策问题，从失业

职工的切身利益出发，引导失业职工

维护自身权益，实现重新就业。对于

“4050”人员普遍关注的社保补贴领

取、灵活就业政策和再就业援助政策

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进行了耐心细

致的讲解，并鼓励他们参加职业技术

培训，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同时，在现

场张贴用工岗位信息，传授面试技

巧，帮助他们选取合适的岗位，尽快

实现再就业。

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就业再

就业工作力度的加大和措施的不断

落实，失业职工不仅能够在失业的一

定期间得到生活保障，且可以享受到

多方面的优惠扶助政策，但有些失业

职工不了解这些政策，对个人来说也

是个损失。对此，文登区人社局通过

多种方式积极宣传优惠政策，通过报

纸、广播、微信以及举办专题讲座等

方式，让更多需要的人及时了解就业

政策和就业信息，帮助其尽快实现就

业。

在在科科学学高高度度发发达达的的今今天天，，人人们们
反反而而似似乎乎被被健健康康的的问问题题困困住住了了。。不不
知知为为什什么么就就会会患患上上严严重重的的疾疾病病，，也也
不不知知为为什什么么竟竟然然大大多多数数慢慢性性病病无无
药药可可治治！！这这样样的的现现实实也也许许让让我我们们不不
得得不不审审视视自自己己了了：：是是不不是是我我们们的的目目
标标错错了了？？着着眼眼点点错错了了，，判判断断错错了了，，方方
法法错错了了？？

————馨馨臻臻《《乐乐汁汁生生活活》》

乐为心态 汁为行动

“健康第一”、“健康是
金”、“有什么都别有病，没什
么都别没健康”——— 曾几何
时，人们开始认识到了健康对
人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寻求一
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成为现
代人所不断追求的。

10月6日，一场别开生面
的乐汁分享会在威海市中心
医院召开，分享会吸引了300
多人的参与，网络直播更是吸
引了近4万人观看。到底是什
么样的分享会，能吸引这么多
人的目光？这就是由中国医药
教育协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馨臻老师发起的

“馨臻健康法——— 乐汁公益分
享活动”。分享会中，馨臻老师
深入浅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讲解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
场关于健康的饕餮盛宴。

馨臻健康法是由馨臻老
师提出的旨在维护大众健康
的一套生活方式，以七条生活
原则规定了主要的生活内容。
在2015年夏天，由八十位乐汁
志愿者集体命名。根据慢性病
发生的普遍规律，馨臻健康法
依据因果法则，提出“与疾病
合作”的生活态度，认为全方
位改变生活方式是消除慢性
病、保持健康的关键，倡导七
条健康生活原则。

乐汁七项生活原则：管理
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从心里
活得高高兴兴的；晚上11点前
睡觉，卧室要完全黑暗；动物
性食品的摄入量越少越好，力
争零摄入，断牛奶以及牛奶制

品；每天早餐坚持“杂”的原
则，喝新鲜蔬菜水果汁；中午
和晚餐正常饮食或喝汁均可，
要求主食和菜肴都要“杂”；喝
汁要慢慢喝到饱足，而正常的
饭吃到6—8分饱就可，尤其晚
餐要少食；每天半小时以上中
等强度的体力活动(微汗半小
时)。

每杯汁用的食材品种不
要超过4种，以蔬菜为主，用水
果调味，调到你自己可以接受
就行；每天榨汁的食材要换
样，不要长期喝有限的几种蔬
果汁；不要喝冷的汁，也不要
让汁的温度超过46摄氏度；中
午和晚餐您可以吃正常的饭，
也可以喝汁。这里“正常的饭”
是有要求的：主食要五谷杂粮
换着样地吃，尽可能不吃精制
的白面和大米，谷类、豆类、薯
类、芋类鼓励做熟了吃；菜的
品种要丰富，除了淀粉类蔬菜
(如芋类等鼓励熟吃)外，其它
蔬菜水果能生吃就不要熟吃，
即使熟吃也不要过度烹煮。

五年多的“乐汁”实践
中，获得自愈或改善的疾病
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脂肪
肝、痛风、心肌病、冠心病、心
律失常、慢性胃炎或结肠炎、
慢性鼻炎、哮喘、湿疹等多种
皮肤病，以及肿瘤、不孕不
育、前列腺肥大、静脉曲张、
偏头痛、严重精力不足、失
眠、肥胖、长期便秘……实践
者从婴儿到九旬老人，从西
藏、新疆、中原到澳洲、北美，
无数人受益。多数人的慢性

病在2个月到1年内得到了有
效扭转。

至2018年10月，全国各地
已有乐汁志愿者300多名，各
地组织实地分享会200多场，
服务的微信专群汁友已超过
二十万人。为了更方便快捷有
效地服务大众，在2017年由志
愿者集体筹建了APP公益传
播平台“汁家”，成为公益传播
乐汁并进行个性化精准服务
的重要工具，一年多时间吸引
了近百万人在线学习和实践。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清
晰了解公益行动和馨臻健康
法：

一、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
下载“汁家”APP。

这是专门为传播而打造
的慢性病管理平台，非常方便
于学习、交流、展示、问答、有

馨臻著《乐汁生活》、生机生活
物品与食材购买、指标管理工
具使用等。

二、关注微信公众号：醒
觉健康。微信号：Juicinglife，关
注后查看历史消息，有很多馨
臻健康法文字和音频资料。

三、进入乐汁公益网站:

里面有馨臻的公益课程录像、

加入微信群的途径、汁友分享

的原始语音等。

由于“乐汁”的方法简单、

高效，经过五年的传播，据保

守估计国内实践者已逾千万

人，并由热心者传播到了北

美、澳洲、欧洲、非洲等地，呈

现全球开花之势。因此，乐汁

公益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

服务，欢迎有志之士加入！

——— 乐汁分享会在威海市中心医院召开

http://www.xinzhenstudio.com,

众音热电
微信

扫码进直播间
观看乐汁分享

威海第二热电
集团微信


	WW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