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2 主主打打 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常学艺 美编：赵秋红

绚丽青春别样美

2200名名学学生生获获评评全全市市““最最美美中中学学((职职))生生””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路
龙帅 通讯员 李玉刚 王
衍) 7月12日，记者从国网德
州供电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打
出迎峰度夏“组合拳”，确保夏
季可靠用电。

据德州供电公司调度控
制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根据近
几年德州电网夏季负荷增长
情况，综合考虑德州地区电网
负荷性质及天气、温度、经济
发展形势等因素，预计2018年
德州电网度夏期间全网用电
最大负荷约为3903兆瓦左右，
较2 0 1 7年的3 4 1 5兆瓦增长

14 . 2%，用电最大负荷将出现
在8月上旬。

而且，今年夏季电网存在
五个运行特点，一是电网负荷
高，设备负载重；二是环境温
度高，设备输送能力降低；三
是气候多变，雷雨、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偏多，极易造成设备
跳闸；四是考虑重点工程建
设，个别时段不能保持全接线
运行，局部电网的安全运行和
可靠供电将受影响；五是夏季
负荷高峰时段存在电力供应
缺口，优质服务任务重。

对此，国网德州供电公司

提前部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优质服务提升活动，进一步强
化有序用电工作，提前制定电
网迎峰度夏措施。除此之外，
还制定《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安排调度控制中心严密监控
负荷情况，合理安排运行方
式，利用EMS系统各高级应用
软件，在每天早中晚三个高峰
负荷时段进行在线扫描，查找
电网薄弱环节，做到超前判
断、超前控制。

保电工作人员称，其公司
严格计划停电管理，充分利用

“三区两站一中心”带电作业

体系，开展带电作业和“一停
多用”工作，最大限度缩短检
修与故障停电时间，保障居民
可靠用电。并严肃值班和抢修
制度，备好物资器材，出动130
余名配网抢修人员在用户故
障报修45分钟内到达现场，及
时抢修恢复送电。

此外，在安全管理方面，
供电公司针对度夏期间气温
高、负荷重、雷雨多的特点，开
展重载变电站的带电检测工
作，每日开展变电站设备巡检
和红外普测，极端天气时增加
对重要设备巡视次数。跟踪电

网结构变化设置EMS故障集，
每日上午、下午各进行一次负
荷高峰时段的电网静态安全
分析扫描。并根据要求严抓检
修计划审查，严控现场开工
点，严格执行安规、“两票三
制”和作业现场“十不干”要
求，规范安全交底、工作许可、
作业监护等各环节工作，确保
作业安全规范。

德德州州供供电电：：迎迎峰峰度度夏夏打打出出““组组合合拳拳””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朱
迎雪 通讯员 范宜超) 奋
斗的青春光彩夺目，美好的故
事催人奋进。7月12日，为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选树和宣传一批可亲、可
敬、可信、可学的优秀青年学
生典型，德州公布了《关于表
彰2018年德州市“最美中学
(职)生”的决定》。《决定》中提
出，授予马文远等10名中学生

“最美中学生”称号，授予王远
硕等10名中职生“最美中职
生”称号。

正是青春年少时，这些受
表彰的同学们德才兼备凝聚
了强大正能量。其中的他刻苦
学习、热心公益、孝亲敬老、诚
实友善，每年寒暑假都会去参

加志愿者活动，期间给20多位
留守儿童补习，去敬老院给老
人理发、打扫卫生。她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但她自强不息，
刻苦钻研，勤于实践，凭借优
异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思想
品格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好榜
样。而她擅长钢琴(十级)、拉
丁舞、朗诵，曾当选为中国少
年先锋队德州市第二次代表
大会代表、主席团成员、工作
委员会委员，中国少年先锋队
山东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担任学校播音部部长和
班级班长的李博涵就读于临
邑县洛北中学2016级一班，喜
欢国学、朗诵和主持，连续两
年主持学校元旦文艺汇演、国
学诵读比赛等活动。传统文化

和现代科技在她身上碰撞，她
是学校里鼎鼎有名的科技小
达人，在机器人创意设计和编
程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16年获得山东省机器人大
赛创客项目二等奖，2017年获
得德州市中小学生机器人创
客邀请赛一等奖，山东省机器
人大赛创客项目一等奖，第三
十二届山东省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三等奖，山东省中小学
生电脑制作活动创意编程三
等奖，德州市第九届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创新作品一等奖。

据了解，本次评选旨在引
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
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
尚品格。最终名单由各县(市、

区)、各大中专院校寻访推报，
评审会最终审核评出。其中，
齐河县第一中学2016级五班
马文远，禹城市第一中学2016
级二班王德禹，陵城区第六中
学2016级十五班叶永陈，夏津
实验中学2016级二十班杜卓
雅，平原县第一中学2017级一
班李泽昊，德州市第二中学
2016级六班李崇正，临邑县洛
北中学2016级一班李博涵，陵
城区第七中学2016级十七班
罗漫哲，德州市第九中学2016
级十八班郑晓涵，德州市第一
中学2016级九班赵俊禹，10名
中同学获评2018年德州市“最
美中学生”。来自禹城市职业
教育中心2016级升学一班王
远硕，德州职业技术学院电气

工程系2015级电气自动化三
班王恩懿，德州四方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2016级烹饪一班王
浩，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2017级网络技术班王震，德
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16级计算机一班孙文兰，德
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2015级会计电算化八班李妍，
临邑师范学校2015级四班李
琳 ，渤海经济发展中等专业
学校16级学前教育二班杨唤

，武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17级机电二班张欣建，乐陵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016学前
教育专业一班韩雪晴，10名中
职生获评2018年德州市“最美
中职生”。

书香进警营

为进一步加强警民融
合，献礼八一，7月12日，德
州市慈善文化艺术协会10
多位书画家走进德州消防
支队崇德中队为消防官兵
送去一场文化盛宴。活动
中，书画家们挥毫泼墨，用
饱含深情的笔墨创造了百
余幅精美书画，并全部赠
送给了消防部队，展现出
了浓浓的警民鱼水情。

本报记者 马志勇
通讯员 张晓琳 摄影报
道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刘潇
贺莹莹) “这种天能约出来吃

饭的，都属于真朋友。”近几日，
朋友圈的这句调侃变成了现实，
因连续的高温天气，许多市民懒
得外出就餐，外卖订单量暴增，
外卖小哥成为了最忙碌的群体。

“天气太热了，中午回家来
不及，出去吃饭简直太痛苦了，
索性叫一份外卖应付一下。”在
银行工作的胡女士说，近几日，
单位的几个同事都选择叫外卖。

“这几天，很少有人到餐馆里
吃饭，前来取餐的外卖小哥比客
人还要多一些。”东地路一家快餐
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几家主要外
卖平台的订单量比以往要多一
倍，每天店里就餐客人稀稀松松。

“一般从中午11点就开始了，
一直持续两个小时没停过。”据天
衢路一家水饺馆的后厨工作人员
介绍，最近来餐馆吃饭的客人大
幅减少，主要靠外卖在支持生意。

“不仅如此，我们店里还特别推出
了夏季冷饮，也卖得非常火爆，每
日都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不少餐厅推出点餐送冰镇
饮料的活动，销量排行比较靠前
的餐厅一天销售量在1000份以
上，所以这些外卖工作人员根本
忙不过来。”美团平台的送餐人
员告诉记者，为了应对炎热天气
点餐量暴增的情况，公司还特意
加派了人手解决这种燃眉之急。

网络订单量暴增

外卖小哥忙坏了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刘潇 通讯员 李杰 )
2000年11月4日,在德州市陵
城区郑家寨镇某村，三名嫌
疑人盗窃山羊后，在逃跑途
中将受害人殴打致重伤，半
年后受害人不幸死亡。主犯
李某畏罪潜逃，2018年5月31
日，追逃民警终将李某抓获
归案。

案发18年来，陵城警方
始终没有放弃追捕。“当时案
发后，我们很快就抓获了其
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当初

参加办案的民警、现在已经
45岁的韩洪杰对案件的破获
过程记忆犹新，“只有这个李
某一直在逃，并且已经被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了，属于批
捕在逃。”另外两名被抓获的
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三年和十年，这两
人早已经刑满释放。

18年来，陵县公安局更
名为德州市公安局陵城分
局，办案的民警换了一茬又
一茬，但对李某的抓捕工作
从未放弃。“2000年案发的时

候我还在上小学，”今年28
岁、当天参与抓捕的民警王
锐说，2013年参加公安工作
后，几位老大哥就把这个案
子给我做了交代，新人换旧
人，但案件的侦查工作一直
没有中断。

李某被抓获后，民警通
过讯问，得知了这些年李某
的潜逃经历，用他自己的话
说，“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四处流浪，不敢在一个地方
待的时间太长了。”李某潜逃
期间，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四

处打零工。
“他这种打工，只能找那

种不用身份证明的工作，比
如说给人家放个羊放个牛，
搬砖和泥，在工地遇到检查生
产安全的民警还得赶快躲一
边，生怕查身份证，身份证过
期了也不敢换。”这十八年，李
某不敢坐汽车，不敢坐火车，
不敢住旅馆，“甚至后来结婚
的时候，领结婚证，结婚证上
的照片都不是他本人的”。李
某被民警抓获的时候还一直
喊着“不跑了，再也不跑了”！

潜逃18年被抓，终于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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