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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宁津公司组织
变电检修班成员对35千伏柴
胡店变电站开展检修工作，
对站内主变、开关等设备进
行全面体检消缺，提升设备
健康值，进一步提高电网运
行稳定性，保障辖区居民安
全可靠用电。

此次检修工作主要是对
站内1号主变、2号主变及35
千伏侧开关进行检修清扫，
开展预防性试验，保护定检、
开关传动。为安全高效的完
成此次检修工作，宁津公司
组织工作人员提前赶赴现场
勘查现场情况，制定详细的
疫情防控措施及工作流程，
备好无接触式测温仪、酒精、

口罩等疫情防控用品，施工
人员经测温登记、消毒合格
后方可进入施工现场。检修
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防疫措施二十条”和“六到
位一规范”作业准则，紧密配
合，逐一对站内设备进行清
扫消缺，全面消除站内安全
隐患，确保站内设备安全可
靠运行。

下一步，宁津公司将本
着“逢停必检、检必检好”的
工作原则，加强春检工作安
全质量管控力度，进一步提
高春检质效，提升电网安全
运行水平，为辖区居民提供
更加安全高效的电力供应。

(许保琨)

精益检修变电站 保障供电安全可靠

迁改线路服务县重点项目建设

3月23日，宁津组织工作人
员对10千伏付东线潘庄支线进
行升级改造，更换绝缘导线1200
余米，新装开关2台，进一步提升
了该线路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
性，确保周边居民和企业复工复
产用电无忧。

疫情防控期间，为确保春检
工作顺利开展，宁津公司早行动、
早部署，结合86项检修计划，制定

“四个三”防控措施，全面做好防
疫保障工作。一是计划防疫“三管
控”。严格按照春检施工要求，加

强防疫计划、防疫物资、防疫人员
管控，做到春检计划、春检现场、
春检人员在哪里，防疫措施就跟
进到哪里，确保防疫工作全覆盖、
无死角。二是物资防疫“三落
实”。加强对春检期间防疫物资
检查，统一配备测温仪、温度计、
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确保
物资数量、保管制度、正确方法
使用落实到位。三是车辆防疫

“三消毒”。对负责春检任务的车
辆，严格落实消毒措施，做好出
车前、行驶中、返回后消毒工作，

司机纳入统一管理，确保车辆防
疫安全。四是餐饮防疫“三把关”。
加强检修人员就餐管控，实行用
餐统一配送，采用分餐模式，食堂
管理同时做好测温关、检测关、消
毒关，确保春检人员用餐安全。

下一步，宁津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现场安全管控力度，做好人
员到岗到位监督和疫情防控工
作，坚持疫情防控工作与电网建
设工作两手抓、两不误，全力保
障辖区内供电安全可靠。

(杨雪原 于婵)

加快线路改造保障可靠供电
3月19日，宁津公司组织

工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对
机井通线路及灌溉配电设备
进行认真排查，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春灌期间村民
春灌用电无忧。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春
灌用电需求随之增高，宁津
公司结合往年春灌用电特
点，组织公司工作人员走进
田间地头以及农作物种植基
地，主动了解客户用电需求，
协助客户整改线路隐患，及
时解决客户用电问题，保障

客户春灌用电安全可靠。此
外，该公司成员还利用此次
机会向客户宣传春季安全用
电知识以及保护电力设施的
法律法规，提高客户安全用
电意识和电力设施保护意
识，全面确保春耕春灌期间
电力供应稳定可靠。

截止目前，该公司已上
门服务40余次，解决客户问
题20余个，协助客户整改用
电隐患5处，进一步提高了客
户用电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许保琨)

服务春灌进田间 潺潺水流润心田

3月13日，宁津公司组织公
司员工对10千伏张宅专线、10千
伏张宅农业线进行检修消缺工
作，并迁移部分线路杆塔，服务
宁津县政府重点项目科技中心
建设。

为确保此次检修工作顺利
进行，宁津公司提前安排工作人
员前往现场进行勘查工作，制定
详细的施工计划和施工方案，做
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严把健康
关、上岗关、安全关，做到防疫和
生产工作“两手抓、两促进、两不
误”，确保检修工作万无一失。在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经测温登
记、全面消毒后进入施工现场，
召开班前会，明确施工危险点，
严格按照《安规》要求开展工作，
确保检修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据悉，该公司当天共计迁
移电杆8基，敷设低压架空线
路1000余米，为县重点项目顺

利建设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电
力保障。

(许保琨)

葛 国网宁津县供电公司资讯

庆云农商银行

党员先锋助力复工达产
春耕时节，为满足各行业金融服务需求。庆云农商银行组织全体党员开展“春风行动”专题营

销活动。通过党员干部包支行、进村入户走访、深入企业调研、挂职副镇长作用发挥等方式，迅速
摸清服务辖区金融服务需求，及时提供信贷支持、资金结算、电子银行等金融服务。

党员先锋凝聚营销合力

“总行开展的全员营销活
动，一开始感觉任务非常重，经
过督导组传达总行领导精神，
层层分解任务，工作思路豁然
开朗，干劲更加充足了！”开完
督导会，小郑支行客户经理张
军对完成营销任务，精准支农
惠农充满信心。

自3月份开始，庆云农商银
行组织党员干部到帮包支行开
展现场督导调研，在传达总行
工作思路的基础上，帮助支行
分析困难不足，寻找解决方案，
迅速凝聚全员营销合力。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
了无息贷款，农商行真是帮了
俺大忙了！”在党员先锋王超的
带动下，种粮大户将申请到的2
万元农资化肥“无息”贷款全部
购买了化肥，比自己从经销商
购买节省了1500元。

先锋旗帜插入村庄社区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这些天一直在跑村庄，笔记本
记了好多页，基本上都是老百
姓的基本信息和贷款需求，虽
然有些累，但一想到能通过自
己的金融服务帮助老百姓发家
致富，我就感觉非常幸福。”挂
职中丁乡副乡长的杨和寺支行
行长刘猛对进村庄开展金融服
务取得的效果非常满意。

“把金融服务送到老百姓
家门口，真正与老百姓建立雨
水情深的服务关系”，这是2月
27日务虚会上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东新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明
确要求。

会议结束后，全体干部员
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农
资化肥贷购买的贷款送到老百
姓家门口、为老弱客户开展上
门服务、村庄抓鸡蛋等活动在
全县迅速铺开。

3月8日，庆云镇三陈村56
岁的果农张大叔电话联系到驻
村客户经理张军，声音有些急
匆匆。“张经理，我在村里种了
15亩桃树，今年还计划种7亩地
的西瓜，听说你们能为我提供
资金支持，不知道怎么办理，现

在眼看着地里就需要农资化肥
给耕地,果树施肥，内心很是着
急。”

农商行仅用1天时间就完
成了10万元授信。张大叔高兴
地合不拢嘴。“本来打电话就是
想问问，没想到没用保人，没有
出村就贷到了款，农商行真给
俺服务到家了！”

党小组入驻企业问需求

“农商行的金融辅导员到
了企业直面问题，帮助我们分
析短板不足和融资需求，给我
们企业减轻了不小压力。”熵恒
传热公司对农商行及时到位的
信贷资金支持非常感谢。

“企业到底需要什么？融资
难融资贵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银行业如何为企业提供一揽子
金融服务？这些都是我们辅导
员 日 常 工 作 需 要 考 虑 的 问
题。”机关四党支部第一党小组
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张毅介绍。

“为了掌握详细资料，由党员先
锋组成的金融辅导队到企业召
开座谈会，查看生产场景，登记

工作日志。结合庆云农商银行
无还本续贷政策、首贷培植政
策、主办银行政策，对企业实施

“一企一策”，真正当好企业金
融帮手。”

截至目前，该行金融辅导
队已经为14家企业提供了7200
万元信贷支持，帮助企业解决
了复工复产难题。

挂职副镇长畅通信贷渠道

春耕时节，庆云农商银行
联合政府部门召开挂职副镇长
会议，安排布局金融支持春耕
备耕具体事宜，畅通全县春耕
备耕金融服务渠道。根据工作
部署，挂职副镇长们纷纷加班
加点研究学习全省农商银行最
新信贷产品，并结合支农助农
工作要求，对农资化肥贷、鲁担
惠农贷、创业担保贷等与春耕
备耕有直接关联的贷款产品进
行反复论证。

“农资化肥贷是我行针对
老百姓春耕备耕生产推出的
低息贷款，农户通过我行手机
银行申请贷款，可以享受6个

月的贴息，在智 e购商城购买
化肥，与经销处购买化肥相
比，每袋能够享受15-30元的
优惠。鲁担惠农贷是我行推出
的贴息贷款……”挂职庆云镇
政府金融副镇长的邓长华把
每一个信贷产品的优势与老
百姓能够得到的优惠向镇党
委书记进行了详细汇报。该行
8名挂职副镇长以专题汇报的
方式向镇党委书记汇报农商
行的支农惠农产品优势，得到
镇政府大力支持。

“刘行长，你刚才介绍农
资化肥贷，不但给我们贴息，
化肥比经销商那里还便宜，这
个化肥是真的不？”“邓镇长，化
肥这么便宜，化肥厂还不得赔
钱啊？”……人们纷纷提出内心
疑问。

自3月份以来，8名挂职副
镇长们组织23场专题培训会，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场主、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以及村支部的
书记、主任共计3159人参加了
培训。培训现场与156名农户签
订3300万元贷款协议。

（吴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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