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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德州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城城镇镇居居民民人人均均可可支支配配收收入入达达1133005533元元

本报7月26日讯 “天
气这么热，还要麻烦你们跑
一趟，太不好意思了。”7月
19日，陵城区郑寨镇姚光福
5千瓦光伏项目负责人李富
民对前来服务的国网德州
市陵城区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表示感谢，这已经是工作
人员第三次来到该光伏项
目，帮助其解决困难。

据了解，自推广光伏发
电后，不少初装光伏的用
户因不了解很多东西，纷
纷打电话向国网德州市陵

城区供电公司求助。为更
好的服务光伏用户，该公
司按照相关政策，做到“电
网引路，服务铺路”，对光
伏 用 户 主 动 提 供 上 门 服
务，解决他们在使用中的
困难。当日高温湿热天气
下，该公司工作人员为该项
目义务检修线路，消除了2
处故障，为项目负责人讲解
安全用电及光伏项目注意
事项，当好“电保姆”，积极
推广电能替代工作。

(宋伟龙)

本报7月26日讯 7月3
日-5日，国网德州市陵城区
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分别在乡
镇及农村等多个地方开展

“增强法律意识，保护‘三电’
设施”的宣传普法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
过摆摊设立宣传点，积极向
过往的行人发放电力设施
保护的宣传资料，结合宣
传展板、漫画等图文并茂
地为大家讲解如何保护电
力设施，宣传电力设施的
相关法律法规；开展“走村

入户”行动，针对垂钓爱好
者、风筝爱好者、孔明灯制
作和施放者、高秆植物所
有者等，重点进行电力设
施保护常识宣传及相关注
意事项的提醒，进一步提
高群众对电力设施保护的
关注度、安全性的认识，充
分发挥群众在保护电力设
施安全中的积极作用。截至
目前，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90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150
多人次。

(张风财)

本报7月26日讯 7月11
日，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
公司结合电网实际，对辖区
变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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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国网德州市陵
城区供电公司部署多项措
施，超前做好迎峰度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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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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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龙)

本报7月26日讯 7月17
日，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开展
重点岗位面对面廉政提醒谈
话，筑好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夯实反腐倡廉工作基础。

廉政提醒谈话是平原公
司在开展反腐败工作中坚持

“防范在先、教育在先”的有效
措施。此次廉政提醒谈话主要
针对17个部门重点岗位人员
工作范畴、工作职责和个体差
异确定不同谈话内容，重点围
绕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
提醒谈话，并结合谈话对象岗
位职责，深入分析廉政风险
点，提出廉政勤政要求。

此次廉政提醒工作针对
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认真
分析原因，并提出整改意见督
促整改，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干部
员工履职尽责、廉洁从业的意
识，营造“干事、干净”的良好
从业氛围。

(黄涛 孙延飞)

本报7月26日讯 为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
决抵制“四风”问题反弹。7月
10日，针对高考之后“升学宴”
问题，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组
织有子女升学的党员干部开
展签订《不操办升学宴承诺
书》活动，以实际行动反“四
风”、强作风。

平原公司高度重视此项
工作，认真组织学习《关于严
禁借子女升学之机操办升学
宴敛财的通知》要求，加强党

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做到“早
提醒”“早通知”“早预防”。同
时，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对党员干部子女上学
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组织今年
有子女升学的党员干部签订

《不操办升学宴承诺书》7份，
作出四项承诺：即带头不办

“升学宴”，拒绝收受亲属以外
人员的礼品、礼金，不巧立名
目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承担
的各种费用，不动用公车送子
女入学。(杨传龙 孙延飞)

本报7月26日讯 “10千伏
会王线8-12号杆塔基础出现积
水，杆塔基础可能出现坍塌，我
们赶紧把积水疏通下并做好夯
实处理。”7月6日下午，国网德
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正趁着雨过天晴，抓紧对一些
处于低洼地势和易塌方的电力
线路进行防汛特巡，查看电网
排水系统、防潮设备是否正常
并及时处理隐患。

连日来，山东省大部分地
区发生多次强降雨，局部地区
伴有雷阵雨，过程降雨量大。暴
雨过后，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
电公司未雨绸缪，及时组织人
员全面开展巡视工作，加强对
线路杆塔基础、拉线、护坡、排
水沟密集巡视，并对倒塌的树
木进行清障和加固。下一步工
作中，该公司将密切跟踪和关
注气象天气变化，做好故障抢
修工器具和物资的准备工作，
完善雷电、暴雨天气施工检修
现场的安全对策，确保电网从
容度汛。 (张风财)

本报7月26日讯 为进一
步规范夜市安全用电，7月13日
晚，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龙门
供电所用电检查人员深入各夜
市摊点排查安全用电情况。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县城
街区巷尾的夜市逐渐热闹起
来，烧烤、大排档、小商品临时
性经营摊点日趋增多。夜市性
用电随意性、流动性大，部门
摊主安全用电意识薄弱。其用
电多从附近商铺接出，地爬
线、拦腰线、绝缘强度不符合
规定的线头和插板，违规用电

现象比比皆是，严重危及过往
行人及摊主的人身安全。该公
司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夜
市排查摸底，重点检查夜市电
线、插座、漏电保护器及灯具。
发现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
明确整改期限。

当晚，共检查露天经营场
所20余处，查出违章用电1户，
拆除违规线路1处，同时积极
向摊主宣传安全用电法规及
常识，积极引导教育客户安
全、依法用电。

(张国亮 孙延飞)

陵城>> 高温天气为光伏“送清凉”

陵城>>

加大力度做好电力设施保护宣传

陵城>> 六项举措精心备战迎峰度夏

平原>> 开展廉政谈话 强化廉政意识

平原>> 签订承诺书 杜绝“升学宴”
陵城>>

雨后加强特巡工作

本报7月26日讯 7月18
日，齐河县供电公司举办“勿
忘初心跟党走、转变作风我先
行”主题演讲活动，共有来自
各单位的12名选手登台竞技。
选手们结合公司当前开展的
强化“三个转变”作风整治活
动，立足工作实际，从不同侧
面阐述对转变作风、奉献青
春、实现梦想的感悟和看法，
充分体现出新形势下供电员
工良好工作作风、激情澎湃的
活力朝气。 (王保华)

齐河>>

举办“勿忘初心

跟党走、转变作风

我先行”演讲比赛
平原>>“把脉”夜市安全用电

葛 供电资讯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刘潇) 7月25日，家住乐陵
市大孙乡的梁先生向本报反
映，两年前他与妻子离婚，成
为了一名单亲爸爸，如今妻
子音讯全无，他想为孩子办
理落户，但前提是必须先为
孩子补办出生医学证明，医
院却以其单亲为由拒绝，现
在应该怎么办？

梁先生告诉记者，之前
因为家庭原因，孩子的户口
迟迟没有落，如今，孩子已经
年满5周岁，马上到了上学的
年龄。在一个月前，他来到大
孙乡派出所，咨询孩子落户
一事，户籍民警告知，要办理
落户，必须先办理出生医学
证明。

紧接着，梁先生来到孩

子出生时所在医院，为孩子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两年
前，我与妻子离了婚，现在属
于单亲爸爸，这种情况怎么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梁先生
按照医院的相关要求，去相
关部门做了一份父子关系的
亲子鉴定。

大概10天后，医院的鉴
定结果证实了二人的父子关
系，梁先生再次来到医院，可
是相关工作人员却告知他，
如果无法核实孩子母亲信
息，目前，单亲父亲无法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现在还没有
这一方面的政策。“妻子如今
杳无音讯，孩子就要面临上
学，这样的情况政策什么时
候出？为何单亲爸爸无法办
理？”梁先生为此很是着急。

26日上午，记者联系到
梁先生所说的医院。乐陵市
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自2014年1月1日起启
用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第
五版)，随后，国家卫生计生
委、公安部联合发出通知，规
范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管
理，其中明确规定，无法核定
孩子母亲信息的，不能获得

《出生医学证明》。
“像梁先生这种情况，他

无法提供孩子母亲的户籍等
信息，不符合签发条件，目前
不能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该工作人员称，可能最新的
政策也会很快出台，上级会
对单身父亲办理出生医学证
明一事，进行规范和约定，梁
先生只能耐心等待。

单单亲亲父父亲亲咋咋不不能能

为为孩孩子子办办理理出出生生证证明明？？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高静)
26日，记者在国家统计

局德州调查队获悉，2017
年上半年德州市经济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继续改善。上半年，德
州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13053元，增速
为8 . 5%，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6951元，
同比增长9 . 0%，与德州市
经济增长(GDP增速7 . 7%)
基本保持同步增长。

城镇方面，工资性收
入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
源。上半年德州市城镇居
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
入比重为6 6 . 6%，在收入
结构中所占比重最大，仍
然 是 居 民 收 入 的 主 要 来
源，在收入结构中增幅最
大，分别高于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7、3 . 9和1 . 5个百分点。

农村方面，转移净收
入是农民收入增幅最大。

2017年上半年德州市农村
居民转移净收入为773元，
增幅为1 1 . 6%，分别高于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
和财产净收入1 . 3、5和5 . 8
个百分点。

统计部门建议，应加
大对低收入城镇居民的帮
扶力度。低收入群体的收
入增长过低制约了德州城
镇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
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
农民增收提供金融支撑。
鼓励多种经营，拓宽居民
增收渠道。建议各级政府
要 继 续 鼓 励 农 民 自 主 创
业，增加经营净收入、财产
性收入的比重。另外，完善
社保体系，减少后顾之忧。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重点在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
障等方面下功夫，多渠道
完 善 社 保 基 金 的 补 充 渠
道，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
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村
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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