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天禧牧业
扫描微信二维码

新闻惠惠民民
CC0066 2015年11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

今 日 滨 州

待待学学生生如如亲亲人人 小小细细节节显显爱爱心心
——— 惠民二中学生公寓管理纪实

每天温馨提示天气

给学生贴心关爱

本学期初，学校为提高对学
生公寓的管理水平，借鉴先进学
校的经验，引进了对学校管理极
具口碑的方圆乾景物业管理公
司。在近三个月的管理中，公寓
管理人员从细微处入手，时时处
处以学生为本，待学生如亲人，
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了家一般的
温暖。

“今天下午有雨，请同学们
关好门窗，收好你心爱的衣物。”

“明天气温将骤降，请同学们注
意加衣，预防感冒。”“明天天气
晴朗，同学们可以晒被，愿温暖
伴你入睡。”在惠民二中每一幢

学生公寓的进门显眼处，一定会
有一块提醒同学们注意天气变
化的牌子。每天的温馨提示，是
方圆乾景物业管理公司对公寓
管理员提出的具体要求之一。关
注每天的提示牌，现在已成为同
学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高二学生路安琪说：“原来
的时候，同学们对天气情况不了
解，有时离开宿舍前把衣服晾在
窗外，上课时却下起了雨，洗好
的衣服总会被雨淋湿。自从有了
这温馨提示牌，我们的衣服再也
没有淋湿过。”一块小小的提示
牌，不仅给学生带来了贴心的关
爱，更彰显出了惠民二中学生公
寓管理的态度和服务理念。

“这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公寓
吗？我真的不敢相信了！”这是面

对学生公寓干净的地面、一尘不
染的窗玻璃、整齐的内务整理，
2002年在惠民二中毕业的王凯
在对母校进行公寓消防安全大
检查时，对校领导说出的第一句
话。

每天保持高标准的环境清
洁，是物业公司对员工提出的公
寓管理中最起码的要求。负责公
寓管理的曹经理告诉记者：“宿
舍就像家一样，有了干净的环
境，才有一个好的心情。宿舍干
净了整洁了，学生就愿意回来，
才能休息好，休息好才能学习
好。”

准备针线、小药箱

随时为学生服务

走进惠民二中高一女生公
寓部的值班室，几个学生在围
着女部管理员吴俊兰，静等着
给她们缝补裤子、钉扣子。物业
公司的刘心厂经理说：“学生们
在学校总会有不小心把衣服弄
破、掉扣子的情况，但孩子们不
能回家又着急穿。为给学生解
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各年级的
女生公寓管理部都准备了针
线，随时为学生服务，让孩子们
感觉到家的温暖。

为了解决孩子们冬天洗衣
难的问题，我们在每个楼层都准
备了一台刷卡式全自动洗衣机，
孩子们冬天再也不用在冷水中
洗衣服了。学校为了让学生喝到
安全、放心的纯净水，在公寓的
每一层都安装了直饮水设备。”

刘心厂经理指着“便你小药箱”
说：“在学校里学生总有头疼脑
闷不舒服的时候，有时晚上会突
然发生的一些小病情，我们为此
给学生准备了一些常用的感冒
药、擦伤药、止疼药等，以备学生
不时之需。”

方圆乾景物业管理公司对
惠民二中学生公寓方细致入微
的管理过程中，始终秉持着“让
学生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的
管理理念，坚持教育和管理、指
导和服务相结合的原则，以育
人为核心，以服务为宗旨，以制
度建设和科学管理为手段，积
极营造良好的寝室环境。他们
的付出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认
可，获得了学生家长的普遍好
评。

惠民二中作为一所普通
的农村寄宿制高中，现有住
宿学生2400余名。严格遵循

“育人育心尚德修业”办学理
念的校领导，深知学生公寓
是除教室外学生们另一个重
要的生活场所，学生公寓管
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
生的学习和身心发展，所以
特别重视对学生公寓的管
理。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于佃森

天气温馨提示。

高一(2)班的胡凯旋和武志远正在使
用直饮水设备打水。

公寓管理员吴俊兰在为学
生缝衣服。

本报讯 连日来，惠民地
区连续出现阴雨、雾霾天气。为
消除异常天气对各变电站设备
安全运行带来的隐患，惠民公
司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确保电
网安全供电。

一是要求变电运维人员加
强对电网的监视工作，针对重
负荷做好事故预想，提高员工
应对异常天气下的事故处理能
力；二是着重对潮湿天气极易
发生的绝缘子污秽闪络故障、
导线大风舞动故障，大量降雨
对设备的影响情况进行监视，
及时发现和处理设备存在的隐
患和缺陷；三是增强对变电站、
输电线路的巡视检查次数和力
度，对重要线路、重点设备开展
特殊巡视，密切关注线路运行
情况，对发现的缺陷第一时间
上报、处理；四是加强作业现场
的安全管控，要求提前做好防
风、防雨和防降温安全措施，确
保作业人员人身安全。

(张磊)

惠民供电多举措

应对阴雨雾霾天

惠民供电“三不”检查

推进优质服务

本报讯 为提升供电服务
水平，惠民县公司开展 “优质
服务”提升行动。要求营业厅环
境整洁、设施齐全、标识齐整，
按时营业、规范文明、主动热
情、礼貌耐心；现场响应及时，
态度礼貌、服务规范，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提升业务能力，贯彻
首问负责制，一次性解决客户
需求；工单处理完毕答复前，务
必与来电客户进行联系，告知
处理结果，核实处理结果是否
满意提升主动服务意识。(张磊)

本报讯 近日，国网惠民县
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施工工
人正在有条不紊地架设砼杆、绝
缘导线、安装金具、变压器等电
力设备，对农村低压输电线路及
配电台区进行升级改造，保障村
民在冬季来临之际能够用上“暖
心电”，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生
活用电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健康
有序发展。 (张磊)

惠民供电公司

农网改造惠民生

本报讯 为有效应对冬季
用电高峰给电网设备带来的压
力，近日，惠民县供电公司以运
检部牵头，调控、客服、供电所
管理等部门密切配合，组织24

名相关人员，联合制定一系列
组织、技术和保障措施，同时强
化协同，责任到岗，为电网迎峰
度冬早准备。 (张磊)

惠民供电为电网

迎峰度冬做足准备

本报讯 惠民县公司加强
冬季电力设施安全防范工作，
组织专门人员深入辖区各个乡
镇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多
措并举确保电力设施安全过
冬。 (张磊)

惠民供电确保

电力设施安全过冬

本报讯 冬季用电负荷逐
渐增大，自11月15日开始，惠民
县供电公司组织检修人员对辖
区内50余家重要用户的配电设
备进行一次全面健康“体检”。

此次用电排查对象包括政
府、学校、医院、大型商场、自来
水公司、交通部门等重要用户，
针对用户用电特点，惠民县公
司制订不同的供电检查方案，
通过对用户电源、变压器、配电
线路、低压设备及维护工器具
等的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安全
隐患排查，掌握用户设备的运
行状态，对发现问题及时建立
档案，帮助制订整改和维护措
施，确保用户设备在冬季高负
荷时段健康稳定运行。 (张磊)

惠民供电为重要客户

用电设备“体检”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社
会公众对反洗钱工作意识，警
示公众增强自我保护，远离洗
钱犯罪，同时提升辖内员工防
范洗钱犯罪的意识和甄别能
力，共筑反洗钱壁垒，维护金融
环境稳定，惠民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11月份在辖内扎实开展
反洗钱宣传月活动。

此次活动以“警惕洗钱陷
阱 远离洗钱犯罪”为口号，活
动分筹备、实施和总结三个阶
段。惠民联社遵循“立足本社、
面向公众、统一部署、突出重
点、常抓不懈、注重实效”的工
作思路，在宣传月活动期间利
用多种形式开展多角度的反洗
钱宣传活动。 (潘宗)

惠民联社扎实开展

反洗钱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做为“乡土”金融
机构，信贷业务面对的服务群
体千家万户，客户群多种多样，
为防范风险，惠民联社推出五
项铁规强化贷前调查，有效控
制贷款风险之源。

一要坚持独立调查。独立
调查是做到贷前调查公正与真
实的前提和保障，任何人与单
位都不能干扰贷前调查。

二要坚持全面调查。贷前
调查绝不能以点带面，必须全
面了解借款人生产经营、生活
消费情况和产品销售情况；借
款人所有的动产及不动产、银
行交易流水等资产情况。

三要坚持实地调查。贷前
调查必须要到实地查看，看其
经营实况，经营场所情况，机器
设备使用保养情况。

四要坚持必要时突击调
查。贷前调查必要时可不打招
呼突击进行，这样更能发现真
实情况。

五要坚持直接调查与间接
调查相结合。

(朱安龙)

惠民联社五道闸门

从源头防范风险

本报讯 11月10日下午，
惠民县供电公司按照市公司党
委工作部署，结合当前正在深
入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活动，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全体
党员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 (张磊)

惠民供电学习贯彻

《准则》和《条例》

本报讯 2015年惠民联社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采取六项
措施重拳出击，取到显著成效，
实现不良贷款“双下降”。

一定准目标任务。明确今
年的下降任务，不等不靠，自
强自立，持续攻坚，完成全年
任务。二强化清收责任。推行

“领导挂片、机关挂点、网点负
责”，班子成员亲自上阵、机关
人员直接参与。三立足岗位清
收。全体员工全面摸清底数，
采取岗位清收为主，依法清收
为辅，提高工作效率。四借助
外力清收。重点借好“县、乡、
村”三级和法院的力量。五加
大稀释力度。算好贷款质量

“加减法”，“加法”就是积极主
动开展贷款营销活动，多渠道
增加贷款总额；“减法”就是充
分用好呆帐核销政策，制定呆
帐核销管理办法，规范呆帐核
销程序，提高呆帐核销的合法
性、合规性。六严格信贷管理。
严格执行贷款责任人制度，对
贷款责任人实行责任追究终
身制。

(朱安龙)

多措并举清不良

严格管理提质量

本报讯 11月份以来，为
规范农村用电环境，杜绝私拉
乱接现象，营造安全用电环
境，惠民公司组织人员对辖区
高低压线路和配电设备进行
全面检查，严格按照低压业扩
报装手续，严禁低压设施安装
不规范、私拉乱扯和挂钩用电
等违章现象的发生 ,不断清除
农村电网存在的安全隐患，排
查缺陷并及时进行处理，确保
设备零缺陷运行，为农村用电
安全“把脉”。 (张磊)

惠民供电“把脉”

农村安全用电

新版人民币发行

教你辨别真伪

近日，惠民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及辛店信用社的工作人
员拿着新版人民币的宣传材料
走进农贸市场，手把手地教卖
菜商贩辨认新版人民币的真伪
以及和旧版的区别。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李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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