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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温温天天气气暂暂停停，，雨雨水水送送来来清清凉凉
今日白天阴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

本报7月26日讯 7月17日，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小作坊安全用电专
项治理行动，组织人员深入辖区
各类小作坊中，为其义务检修线
路，为小作坊负责人宣传安全用
电常识，赢得客户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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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作坊分布
广、种类多、负荷小、用电质量和
可靠性要求高等特点，该公司及
时调整服务思路，创新服务模式，
开展小作坊安全用电专项治理行

动。一是为小作坊客户上电提供
限时服务，主动为小作坊客户开
辟报装“绿色通道”，及时解决用
电难题，确保正常生产用电。二是
为小作坊客户提供多元化交费便
捷服务。三是针对小作坊普遍存在
的问题，实行属地管理、常态管理
与专项治理相结合，主动上门帮
助小作坊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四
是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加大对小作坊用电安全隐患的整
治督促力度，做到“通知、报告、服
务、督办”四到位，不断提高了小
作坊的安全用电水平。 (宋伟龙)

本报7月26日讯 为进一步
深化反腐倡廉教育，国网平原县
供电公司在员工队伍的“素质提
升工程”上创新求突破，自5月份
起开设廉政课堂，引导广大干部
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切实增强全员的廉
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助
推廉政教育常态化。

廉政课堂以“领导授课、课
堂流动、内容丰富、方式灵活”为
主要特点，通过多层次开设课

堂，实现反腐倡廉教育全覆盖。
一是通过将廉政教育与企业日
常教育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方
式，让廉政理念融入到企业日常
管理等工作之中。二是开展符合
企业特色的廉政教育。三是将廉
政教育融入企业“四好”班子思
想教育之中，时刻提醒干部员工
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防，做到

“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
常修从政之德”。

(张德新 孙延飞)

本报7月26日讯 7月7日，国
网平原县供电公司结合党员活动
日，组织各党支部开展廉洁从业
教育专项培训，进一步筑牢廉洁
防线，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
向深入，加强员工队伍思想教育。

此外，该公司为扎实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在员工队伍中形成“知红线、守
底线、不触线”的廉洁从业良好

风气，认真做好“干净、干事”工
作准则，组织全员认真学习“图
解《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持续强化作风建设，促进员工更
加注重自身修养、更加注重廉洁
自律、更加注重履职尽责，引导
员工深刻体会爱岗敬业的精神要
旨，保证队伍建设实现新提升。

(李宁 孙延飞)

平原>> “廉政课堂”助推廉政教育常态化

陵城>> 开展小作坊安全用电专项治理行动

本报7月26日讯 “配
电室没有设置防鼠板、染料
车间的进线开关未安装漏
电保护装置，请务必于7月
20日前整改完毕。”7月12
日，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
公司安监部员工杨明轩向
陵城区双星染料化工厂负
责人王洪宴下达了《用电安
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并双
方现场签字。

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
企业客户的用电安全，国网
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自7

月7日起，开展了企业安全
用电服务活动，利用两周的
时间，组织安全监察质量
部、供电所对全区企业进行
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当场下达《用
电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督促限期整改，并为其提供
技术指导。截至目前，陵城
区供电公司已对87家企业
进行了安全用电服务，发现
隐患全部下达了《用电安全
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其
限期整改。 (彭东生)

陵城>> 为全区企业上门“义诊”

平原>>

开展廉洁教育培训 推动“两学一做”常态化

本报7月26日讯 7月
11日，国网德州市陵城区
供电公司营销部组织人员
到工业园区开展上门走访
服务活动，走访人员冒高温、
顶烈日，分别到富华纺织、恒
丰纺织等大企业用户，深入
车间、配电室，对公司的服
务举措、电价调整等进行解
读与宣传。

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
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了
企业的生产情况、市场销售
情况以及在用电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积极给予解答，
同时向用户介绍了当前的
供用电形势及电力负荷紧

张情况，重点对2017年供电
形势及工业园区迎峰度夏
有序用电、安全用电、节约
用电等进行讲解和宣传，
指导企业避峰错峰用电，
用电高峰时按照方案主动
实施轮休、检修及调整生
产班次等措施进行有序用
电，确保有序电力供应。

通过讲解与宣传，各
大企业负责人对我区有序
用 电 方 案 与 措 施 表 示 支
持，同时各企业针对有序
用电方案要求，制定了详
细的错避峰方案，确保迎
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宋长霞)

陵城>> 开展上门走访活动

本报7月26日讯 7月
16日，齐河县供电公司组
织人员对10千伏张北线45
号杆附近的8棵树木及时
进行了清理。在汛期来临
前，该公司加大对辖区线

路走廊的树木清障工作，
组 织 成 立 线 路 清 障 小 分
队，及时消除线路走廊树
木安全隐患，确保线路安
全稳定运行。

(王保华)

齐河>> 清理树障保供电

本报7月26日讯 7月14
日,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党
建及党风廉政展厅开放参
观，展厅内容有廉政格言、警
句、以及腐败案例警示，内容
丰富，图文并茂，寓意深远，
发人深省，集严肃性、趣味
性、知识性于一体，受到干部
员工的关注和喜爱。

这是平原公司开展廉政
文化进企业活动的一个新举
措，既营造了高雅美观、健康
向上的廉政文化氛围，又让
广大干部员工置身于廉政文
化的熏陶之中，让大家时时
处处都能受到廉政教育，做
到进门思廉，抬头望廉，外
出讲廉。?在广大干部员工心
中设立了一道防腐拒贪的廉
政“防火墙”，增强了廉政教
育的渗透性。

(张德新 孙延飞)

平原>>

打造廉政教育
新阵地

本报7月26日讯 7月17
日凌晨3点，齐河县供电公司
组织职工对齐河县开鑫花
园社区进行10千伏电源接
入工作，经过4个小时的连
续作业，早上7点为该社区
成功供电。由于正值酷暑天
气，为了不影响客户正常用
电，该公司大力实施“零点
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客
户造成的影响，受到社区居
民的一致好评。 (王保华)

齐河>>

“零点作业”
服务社区居民用电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刘振) 连日来的蒸煮天气让
不少市民叫苦不迭，不过大
暑节气过后，高温天气按了
暂停键，26日造访的降水更
是带来了一丝清凉，当日白
天最大降水量为38 . 3毫米，
出现在宁津张大庄。根据预
报，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阴
有大雨(平原、禹城、齐河、夏
津阴有暴雨)。

“小暑不算热，大暑正
伏天。”7月22日，德州市进入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
气——— 大暑，这也是夏季的
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的
到来，意味着“蒸煮模式”的
开启，同时也是阵雨、雷暴、
旱涝多发的时期。今年大暑，
又偶遇中伏第一天。按常理，
高温酷热才是大暑的“形象
代言人”，然而进入中伏后德

州市阴雨天气较多，温度并
不 是 太 高 ，最 高 温 度 都 在
30℃上下，简直就是个“假三
伏天”。

值得注意的是，大暑过
后德州市多降水天气，凉爽
的天气来袭，三伏天里难得
的清凉让不少市民大呼惬
意。受冷空气和副高边缘暖
湿气流共同影响，26日白天
全市迎来了一次暴雨过程，

并伴有7～8级雷雨大风，降
水主要集中在26日中午到夜
间，过程降水量 4 0 ～ 6 0 毫
米，最大小时雨量 5 0毫米，
降 水 分 布 不 均 ，局 部 可 达
1 0 0毫米以上。由于短时降
水强度大，城区部分地段产
生了积水。

根据德州市气象台的雨
情监测，7月26日8时至14时
全市平均5 . 9毫米，最大降水

量出现在宁津张大庄为38 . 3
毫米。

具体天气预报：26日夜
间到27日白天，阴有大雨(平
原、禹城、齐河、夏津阴有暴
雨 )，东北风 3～ 4级，阵风 7
级，最低气温22℃，最高气温
27℃。28日，多云转雷阵雨，
东 北 风 3 ～ 4 级 ，最 低 气 温
22℃，最高气温28℃。德州市
气象台26日下午发布。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徐浩然) 26日，记者

从德州市气象局了解到，今年1-6
月份，德州市共发布气象预警70
次，启动应急7次，突发性、转折性
天气均提前预警。

上半年围绕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示范区，提升公共气象服务
水平，德州市气象局组建5人专职
技术保障队伍，提高区域气象站
数据质量。调整气象服务领导小
组，梳理应急响应流程，完善值班
制度；开展汛前检查整改，修订完
善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麦收
气象服务准确、及时、到位，开展6
次人工防雹作业；上半年共发布
预警70次，启动应急7次，突发性、
转折性天气均提前预警。

德州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介

绍，围绕市政府推进现代化实施
意见，持续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
着力建设粮食安全智慧气象服务
示范点，制定完成粮食安全智慧
气象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该项目
获省财政支持。

据了解，上半年推进人影规
范化管理，落实市政府人影规范
化要求，更换104名炮手，集中培
训全部作业人员；完成11个站点
迁站新建、10个站点原址改造；加
强风险管理，逐步理顺和完善市、
县、乡人影安全管理机制。

下半年将提高重污染天气气
象服务能力，继续加强与环保部
门合作，开展空气质量预报数据
服务，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
提高预警响应及时性，持续推进
环境气象服务创新项目。

上半年发布气象预警70次

7月26日，德州市红十字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暨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竞赛，来自全市

18支代表队的54名选手参加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十三局医院代表队荣获本次知识竞赛一等奖，陵城

区红十字会代表队、德州市红十字心理救援队获二等奖，德州市人民医院代表队、齐河县红十字会代表

队、乐陵市红十字会代表队获三等奖。 本报记者 朱迎雪 通讯员 田振振 摄影报道

知知识识竞竞赛赛

葛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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