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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一教师突发车祸，几十名老乡主动帮忙

117700多多个个微微信信红红包包爱爱心心救救助助

本报5月24日讯 近年
来，随着陵城区经济快速发
展，城区小型加工、养殖等小
作坊发展迅速，农村小作坊
成为用电安全隐患的聚集地。
为确保这些家庭小作坊用电
万无一失，5月中旬，该陵城区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分别深
入各乡镇，采取“望闻问切”的
手段，检查区域内用电设备的
运行状况。

一是针对小微企业普遍
存在的设备故障多、技术力
量不足而导致用电安全隐患
多发的问题，实行属地管理、

常态管理与专项治理相结
合。二是核查辖区加工户作
坊的装机容量，检查表计、互
感器电流比配套，对不合格
的电气，按照低压电气装置
规程的要求，及时更换；明确
业主的安全责任。三是检查
供用电合同签订情况，对存
在的问题积极整改，并做好
合同的续签、补签工作。四是
零距离向农村加工户讲解安
全用电知识。五是主动为小
微企业客户报装开辟绿色通
道，及时解决用电难题，确保
正常生产用电。 (宋伟龙)

本报5月24日讯 5月3
日，笔者获悉，在第十六届全
国QC小组成果发表赛上，国
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飞度”QC小组的《提高电网
调度计划执行率》从185项参
赛成果中脱颖而出，荣获一
等奖，实现了该公司2017年
质量管理活动开门红。

据了解，陵城区公司“飞
度”QC小组针对电网调度计
划执行率低的现状，积极开
展QC活动，提出了《提高电

网调度计划执行率》的课题，
通过目标可行性分析，针对
影响计划执行率的情况进行
了详细分析，从分析出的8项
原因中确定了3项要因，并逐
一确定了对策，通过对策实
施，电网调度计划执行率提
高了98 . 4%，实现了目标。通
过开展QC小组活动，不仅提
高了小组成员的技术水平、
业务素质和质量管理意识，
同时有力提升了小组成员解
决问题的能力。 (孙云霞)

本报5月24日讯 5月19日，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结
合电网实际，对输配电线路和低
压配变台区进行了“拉网式”检
查，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消缺方
案和事故应急措施，确保用电高
峰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陵城区公司部署多项措施，
全力做好迎峰度夏工作。一是加
强组织领导和监督。二是完善保
电方案和应急机制。三是加强隐
患排查。加大对输变电设备的巡
视检查力度，及时做好线路走
廊、线路鸟巢的清理工作，确保
输送通畅。四是做好电网度夏反
事故演练。五是加强负荷需求侧
管理工作，在负荷紧张时积极引
导生产企业等用电大户错峰移
峰用电，采用技术和经济的手
段，引导用户经济合理用电，降
低停电损失。六是加强迎峰度夏
用电宣传。 (彭东生)

本报5月24日讯 为防止
雷雨天气对电网造成损害，保
证安全生产和可靠供电，自5月
9日开始，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
电公司开展了为期两周的电网
防雷专项行动，确保雷雨季节
电网防雷装置可靠运行。

陵城区公司根据电网运
行实际情况，强化雷雨季节电
网安全管理，编制了《2017年电
网防雷实施方案》，分别对变电
站及相关线路在雷雨季节的运

行进行了规范。该公司对所有
变电站的主接地网进行检查，
对变电站内防雷设备进行带电
测试，做好变电站、供电所等重
要区域防雷设施隐患排查。该
公司还加大了防雷减灾宣传力
度，通过上门指导等方式帮助
重要及高危客户做好防雷避雷
工作，强化雷电防护、灾情处置
等科普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
员工及客户避险、自救和互救
的意识与能力。 (宋伟龙)

本报5月24日讯 5月17
日，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走进辖区山东
领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企
业负责人宣传安全用电常识，
为该公司检修用电设施，及时
消除用电隐患，用实际行动为
陵城区环保工作作出贡献。

今年以来，陵城区公司紧
密结合区委、区政府部署要
求，积极采取措施，确保环保
治理工作取得实效。一是加强
宣传力度，提升广大客户节能

环保意识。二是推广清洁能
源，针对光伏扶贫发电项目建
设，开辟绿色通道，优化流程，
跟踪管控，加快工程进度，缩
短工程时限。三是推广电能替
代，积极宣传电能替代政策和
意义。四是对环保设备生产企
业、需要环保设备运行的企业
进行安全用电隐患排查，确保
正常用电。五是在办公场所安
装定时喷淋设施，确保地面整
洁湿润无扬尘。

(宋伟龙)

陵城>> 专项整治小作坊安全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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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助力小麦喝足“灌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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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城>> 多措并举助力环保治理工作

本报5月24日讯 “这种
地爬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一定要更换整改……”5月11
日，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
公司党员服务队在辖区神头
镇高安然村为村民义务检修
排灌线路，宣传安全用电常
识，全力保障小麦“灌浆”关
键期灌溉用电无忧。

据了解，针对小麦“灌
浆”关键时期，陵城区公司成
立保电领导小组，科学调度优

先满足灌溉用电需求，组织
14个保电服务小分队，走村
串户，深入到田间地头，先后
对涉及农灌线路和设备进行
特巡，及时处理发现的各类
设备隐患及事故隐患；利用供
电服务热线为群众提供24小
时抗旱用电故障报修、用电咨
询服务；加大灌溉期间值班力
度，备齐备足抢修物品，随时
受理农民在灌溉用电期间出
现的问题。 (宋伟龙)

陵城>>

全力备战迎峰度夏

本报5月24日讯 “大棚潮
湿闷热，一定要使用绝缘性能
好且合格的用电设施，不要湿
手接触开关、插座等电源接口，
用电遇有困难，请随时与我们
联系。”5月19日，国网德州市陵
城区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来到
辖区丁庄镇小王庄村菜农蔡玉
军家中大棚里，为其宣传安全
用电常识，检查大棚用电设施。

近年来，陵城区政府大力
扶持设施农业，推广大棚种植蔬
菜，为确保蔬菜获得最佳生长的
温湿环境，陵城区公司积极配合
蔬菜大棚种植户，组织工作人员
合力检查大棚内的线路、卷帘机、
浇灌机等用电设施，消除用电安
全隐患；实施跟踪上门服务，为大
棚种植户提供优质、方便、快捷的
电力服务，全力满足大棚用电需
求；及时为种植户更好老化的刀
闸、插座等用电设备，确保用电
无忧。 (宋伟龙)

5月8日，武城县供电公司邀请德州市社安消防中心的专家
为员工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课，进一步提升了员
工消防安全知识水平和高层防火应急逃生能力。

本报通讯员 郑智慧 杨加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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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大棚“电保姆”

消防安全培训

葛 供电资讯

本报记者 李榕 通讯员 贾鹏

女教师出车祸老乡忙献血

今年26岁的史俊丽是乐
陵市江山国际学校的一名英
语教师。其哥哥史建栋称，今
年5月6日下午18时许，史建栋
突然接到电话，称其妹妹在交
通事故中受伤，伤情十分严
重。史建栋及家人急急忙忙赶
往乐陵人民医院，才得知史俊
丽在上班途中，走到国强五金
集团附近时，不幸被大货车撞
伤，伤情十分严重。

医生称，史俊丽随时都可
能有生命危险。由于伤势严
重，医生建议史俊丽转到济南
的医院治疗。转院过程中，史
建栋一直浑身哆嗦地守着史

俊丽，医生也一直为史俊丽输
血，连续输了8000多毫升血液，
来到济南军区医院后，由于伤
者失血过多，且治疗过程中流
血不止，医院急需亲友献血。

5月7日，史俊丽的一位同
事得知情况后，当即在微信朋
友圈发了一个消息：“乐陵江
山国际学校教师史俊丽因为
车祸受伤非常严重，现在济南
军区医院紧急抢救，亟需血源
救急，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
手。”这条信息很快就在众多
老乡的朋友圈中传播开来，乐
陵在济南的枣乡文化经济交
流促进会微信群发出这一消
息后，60多名乐陵老乡自发地
先后赶到医院为她献血。5月8
日，史俊丽的同事、大学、小学

同学、亲戚朋友等40多人也从
乐陵赶到济南医院为她献血。

“除了正常的献血，还献了多
个治疗量的血小板，连医生都
惊呆了。”史建栋说。

170微信红包捐来19316 . 87元

史俊丽挺过了血源的难
关，医药费却又成了摆在一家
人面前的大难题。“别急，有老
乡们在，你放心。”枣乡文化经
济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段冠升
再次通过微信群发出了一封
义捐倡议书。

看到倡议书后，在济南的
乐陵同乡纷纷慷慨解囊，在微
信群里自发为史俊丽发出微
信红包，“义捐倡议书发出后，
在济南的乐陵同乡在微信群里
开始捐款，自发发出救命红
包。”段冠升说，500元、300元、
100元……，截至5月6日，枣乡文
化经济交流促进会微信群共收
到微信救命红包捐款170多笔，

爱心捐款达19316.87元。这些捐
款人绝大多数是乐陵在济南的
老乡，也有老乡们的生意伙伴
和他们在当地的朋友。

5月15日，段冠升等人来
到 济 南 军 区 总 医 院 ，将
19316 . 87元爱心捐款转给了
其哥哥史建栋。史建栋收到捐
款后，不停地表示感谢：“来到
济南后，感受到了乐陵同乡的
热情，有很多人帮我们，有人
提供住宿，有人献血，有人捐
款，所有这些我们一一记下。”

爱心接力筹后续医疗费

目前，为了抢救史俊丽，
史建栋一家已经花去23万元
医疗费用，史俊丽仍在重症监
护室中，后期还要做多次手
术，治疗费用暂时难以预计。

中创动力创业服务平台
的负责人汪晓阳被捐款活动
现场气氛所感动，在前期捐出
5 0 0元的基础上，再次捐出

3000元，并呼吁更多的人都来
帮助史建栋家渡过难关。“这
3000元钱是从动力爱心基金
中拿出来的，以后我们也会持
续关注，给她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汪晓阳说。目前，汪晓
阳正在发动他在山大总裁三
十八班的同学一起帮助史俊
丽。

枣乡文化经济交流促进
会李静馨在前期捐款后，和家
人商量，准备再将他所作的一
些书画作品拿出来义卖，义卖
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史俊丽作
为后期治疗费用。

“如果没有老乡们，我妹
妹恐怕早就完了。”史建栋说，
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收入有
限，并没有多少积蓄，妹妹今
年刚到学校教书，家里的经济
状况一般。这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几乎毁了整个家庭。“老
乡和爱心人士的每一笔捐款，
都认真记录了下来。等史俊丽
好了，一定一一感谢。”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将年轻的女教师史俊丽带入死亡
边缘。短短几天，60多名老乡为其接力献血，170多个微信红
包筹集了19316 . 87元救命钱。目前，史俊丽仍在重症监护室进
行救助，主治医生称她很坚强，为其筹集后续医疗费的爱心
义卖活动，仍在老乡中火热进行。


	N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