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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安安全全是是供供热热服服务务工工作作的的重重中中之之重重
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举行安全培训会

全全省省行行政政诉诉讼讼模模拟拟法法庭庭培培训训会会举举行行

本报7月26日讯（通讯员
刘健 记者 李云云） 7月21
日，山东省政府法制办与省公
安厅联合举办公安机关行政
诉讼模拟法庭视频培训会。

本次全省行政诉讼模
拟法庭培训会案例以商河
公安局办理的一起行政诉
讼案件为原型予以改编，
两 次 实 地 拍 摄 以 还 原 案
情。目的通过模拟庭审，提
醒民警严格执法程序，规
范办案意识，提高执法办
案能力和水平。

商河公安局作为本次模

拟法庭主办单位之一，高度
重视此次培训会，在历时2个
多月的精心组织和排练中，
组织20多名民警和4个一线
单位参与日常演练，在保证
日常工作的前提下，先后20
多次赴省厅演播大厅试演，
在现场紧张的气氛中不断改
进和提升。在7月21日下午的
正式演出中，县局民警扮演
的原、被告双方展开激烈辩
论，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常
态下的法治公平与正义，给
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教学大片。

商商河河县县各各类类市市场场主主体体总总量量突突破破22万万户户

本报讯 2017年以来，
县市场监管局大力发扬“商
河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
政府“363”工作体系，牢固树
立“为群众办好事、让群众好
办事”的工作思路，强力实施
市场主体增量活动，大力简
政放权，推进“放管服”改革，
严格落实“让群众最多跑一
趟”政策要求，促进市场主体
快速增长。

据统计，1—6月份，全县
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175户（其
中新增各类企业1682户，新增
个体工商户493户）。截至目
前，全县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22314户（其中各类企业4642
户，个体工商户17672户）。

商河县市场监管局全面
实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
件申报登记制，办事群众填

写书面申报材料即可领取
营业执照，无须再提交各
类房产证明、村委会证明，
极大地简化了登记手续，
打通了注册登记“最后一公
里”障碍，彻底放开了市场准
入门槛。

“免收企业、个体户注
册登记费用，不得收取包
括 工 本 费 在 内 的 任 何 费
用；大力支持招商引资重
点项目，指派专人全程协
助办理证照，开通绿色通
道，为重点项目快速办理
执照；落实‘让群众最多跑
一趟’要求，企业经过名称
核准后，县局实行‘主动对
接、上门送照’；对个体户登
记实行‘快速受理、快速办
结’。”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李敏）

6600周周岁岁以以上上贫贫困困失失能能人人员员开开始始评评定定

本报讯 近日，商河县
卫计局和县人社局联合组织
召开全县贫困失能人员评定
暨业务人员培训工作会议，
会议对贫困失能人员的评定
等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安
排。

参与评定的对象为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疾
病、伤残等原因中、重度丧失
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员。各镇
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对本辖区贫困失能人员
进行初评，各镇（街道）人社
服务中心将对60周岁（含）及
以上的贫困失能人员居民医
保参保情况进行核对，县级
评定专家将对各镇（街道）上
报的初评人员进行复评。经
鉴定符合相关条件的60周岁

（含）及以上贫困失能人员，
将由相关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医疗护理服务。

（通讯员 王志华）

第第二二实实验验学学校校开开专专题题会会治治理理有有偿偿补补课课

本报讯 为规范学校教
师队伍管理，规范教师从教
行为，引导教师廉洁从教、为
人师表，维护良好的教育形
象，近日，县第二实验学校召
开了治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专题会议。

会上，副校长王洪升传
达了县教体局召开治理教师
有偿补课工作会议精神。校
长王其良对相关工作做了进
一步布置，他要求全校教师

要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
师德建设的高度认识治理在
职教师有偿补课专项行动的
重要性和严肃性，自觉提高
师德素养，强化敬业奉献意
识，努力做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教师。

会后，全体教师发起了
抵制违规补课有偿家教的倡
议和承诺，并与学校签订了

《治理有偿补课工作目标责
任书》。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于共超） 应
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
的邀请，7月21日，济南热力集
团副总经理王恩立、安保部经
理李璇、内训师张戈一行来到
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
参加“济南热力集团商河供热
服务公司安全培训专题会”。商
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全体
工作人员、济阳供热服务公司
部分代表参加了此次培训。

王恩立结合济南热力集团
公司的“北跨”战略部署与快速
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我们
是一家人”，积极鼓励大家要在
实际工作中融入，在融入中实
现共同提高进步。同时强调安
全工作是供热服务工作的重
中之重，在实际工作中把安

全 工 作 放 在 更 加 突 出 的 位
置。通过提高安全意识，升级
安全知识，建立健全安全管
理制度，实现安全工作在施
工建设、技改维修等过程的
全年贯穿。通过安全基础工
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商河
供热服务公司的“四个提升”，
创造商河供热的冬暖天蓝。

随后，张戈从安全法规、制
度建设、安全运行、隐患排查、
实际案例等几个方面对日常工
作中的实际操作进行了详细的
讲解，真实生动且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每位员工深受启发，同
时进一步了解集团公司发展历
程中对安全工作的重视和安全
管理体系的建设情况。

培训结束后，商河县集中
供热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要

求，会后要迅速组织全体职工
以班组为单位召开专门学习，
分头学习，快速消化领会。从实
际出发，坚持安全意识提升和
安全技能实训并重，继续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大
安全培训力度。同时要求每位
员工逐步做到“会听、会学、会
讲”，建立商河供热服务公司的
内部培训机制，不断用知识武
装自己，发展自己。

同时要求各部门要进一步
要对照各自岗位职责，明确工
作任务，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健
全完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在
此过程中对安全工作要狠抓落
实，强化过程记录，提高安全应
急处置能力，从而不断提高供
热安全保障能力。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李
云云） 为保障全县夏季高峰
期用水安全，商河县自来水公
司聘请专业测漏公司对供水管
道进行测漏维修。

7月25日下午，记者看到工
作人员正在开发区重点勘查
路段，对马路下面的自来水
管道进行“检漏”。“我们不是
捡漏，而是检查并及时发现
自来水管道的漏点，及时修
复。”工作人员笑着说。工作
人员手持一个大约两米长的
寻漏杆，寻漏杆其中一头要
戳在井盖上，一头紧贴在工
作人员耳中。“这主要是根据
超声波原理，根据不同的声
音，来监测自来水管道是否存
在漏水隐患。”

商河县自来水公司的工作
人员提到，眼下正值夏季用水
高峰，水厂供水压力较大，为保
障全县正常用水，清源水厂、开
源水厂、丰源水厂三处均不同

程度地提高了出水供水压力，
为避免供水管道出现问题造成
供水隐患，因此要对县城和开
发区的供水管道以及街镇供水
主管网进行排查。“目前通过检
漏，发现了几处供水隐患，随后
我们进行了抢修，这也是最近
部分漏水区域停水的主要原
因，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

公众号，及时注意停水公告。”
工作人员如是说道。

根据“检漏”计划时间安
排，城区维修时间为21日-23
日；农业科技园为24日-25日；
街镇供水主管网为26-29日。
市民如遇供水问题，可随时拨
打 2 4 小 时 供 水 服 务 电 话

“84863996”。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夏宝讯）

知道商河下周的天气怎么
样吗？记者在商河县气象局
了解到，未来“雨”将是商河
天气的主角。27日雷阵雨，28
日雷阵雨，2 9日雷阵雨……
接下来的几天，商河将进入
持续“雷雨”天。

近 日 不 少 市 民 觉 得 闷
热，这是由于入伏后 ,地表湿
度变大 ,每天吸收的热量多 ,
散发的热量少,地表层的热量

累积下来 ,所以一天比一天
热。再加上雨水多 ,空气湿度
大,水的热容量比干空气要大
得多,这也是天气闷热的重要
原因。近期 ,前段时间还是明
晃晃的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
过一会儿就毫不含糊地下起
了雷阵雨,即使突如其来的雷
阵雨也拯救不了处于高温中
的市民 ,无形之中增加了“桑
拿感”。

从接下来的气温来看，商
河要暂时与“桑拿天”告别一段

时间，未来几天，气温略有下
降，最高气温30℃左右。雷雨多
发，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情况
如下：

27日雷阵雨，局部地区雨
量较大，北风2～3级，雷雨时阵
风6～7级，气温24℃～29℃。

28～29日雷阵雨频繁，北
风短时南风2～3级，雷雨时阵
风6～7级，气温下降。

30～8月1日多云,气温开
始回升。

请请专专业业公公司司对对全全县县供供水水管管网网““检检漏漏””
市民遇供水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84863996

未未来来几几天天持持续续雷雷雨雨，，气气温温跟跟着着降降

挂失

商 河 县 缘 之 都 服 装 店 持 有 的 注 册 号 为
370126600227889的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专业公司对供水管道检测维修。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济南热
力集团领导参
观施工现场。

通讯员 于
共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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