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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区区高高端端月月子子会会所所悄悄然然兴兴起起
一月花费至少万元以上

本报9月25日讯 “大家
不要认为廉政问题距离基
层单位很遥远，这次通报的
六起基层党员的违纪行为
足以为我们敲响警钟。”这
是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计
量班创新开展“廉政流动课
堂”的一个缩影。

据悉，平原公司开展的流
动课堂结合近期系统内外下
发的违纪通报文件、依法治企
等问题，对日常工作中的工作
风险点作出了提醒，要求基层

员工进一步夯实思想教育、注
重廉政奉公、强化行为约束，
本次活动中该公司的党支部
负责人详细讲解了《关于六起
党员干部违规吃喝问题的通
报》。在这些问题中，大多数是
基层党员同志由于廉政意识
淡薄，在麻痹中触犯红线。通
过这些案例学习，大家感受颇
深，并在课堂上纷纷畅通自己
对廉政守法工作的理解，以案
例为戒，注重廉政安全，防止
出现“违章”。 (石磊)

本报9月25日讯 为进一
步推动党风廉政与优质服务
工作深入融合，9月3日起，国
网平原县供电公司积极开展
规范服务作风专项整治活动。

一是整顿劳动纪律，落实
岗位职责。按照分专业对口
管理的原则，落实各级管理
人员岗位职责，明确责任分
工，本着奖勤罚懒的精神，强
化考勤纪律，定期组织开展
到岗到位巡查活动，严格绩

效考核机制，杜绝迟到、早退
等现象发生。二是整顿服务
作风，履行社会责任。该公司
通过开展首问负责制、配电
修理质量跟踪卡等服务项
目，拉近客户与企业沟通桥
梁，规范配电报修服务行为，
尊崇“以客户为中心，专业专
注，持续改善”的核心价值
观，真正体现“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服务宗旨。

(石磊 张德新)

本报9月25日讯 9月5
日，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行
风监察小组突击检查基层
供电所人员到岗到位情况，
重点对业扩报装是否存在
推诿扯皮、效率不高、态度
不好等情况进行了明察暗
访。同时，检查组还对行风
建设方面相关要求和规定，
营业厅基础环境设施完善、
人员到岗到位、仪容仪表，
业务公开、业务受理、临时

用电管理情况等进行了监
督检查。

连日来，该公司在加快
农网改造升级和配网技改大
修工程的基础上，加大对基
层窗口单位的暗访力度，督
促窗口人员消除服务行为、
办事流程、工作效率、业务技
能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提高窗口规范化服务水平，
为群众用电提供优质服务。

(石磊 孙延飞)

本报9月25日讯 9月12
日，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2018
年道德讲堂正式开讲。本次

“道德讲堂”通过讲述身边人
的故事，学习身边看得见、摸
得着的“平民英雄”和“凡人善
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
点，以身边榜样的力量带动广
大干部职工实现自我提升，宣
扬敬业奉献的道德品质，营造
重道德、讲文明、树新风的浓
厚氛围。

据了解，该公司高度重视
“道德讲堂”建设工作，把道德
讲堂作为建设和弘扬统一的
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结合工
作实际，把道德讲堂与巩固全
省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和“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增
强“道德讲堂”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使本次“道德讲堂”融思
想性、知识性、教育性于一体，
充分发挥道德讲堂在精神文
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不断传播“积小德
为大德、积小善为大善”的正
能量。 (孙延飞)

本报9月25日讯 9月11
日，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在
304会议室组织收听收看《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辅导报告会，公司领导班子
成员、全体中层干部参加。

通过此次报告会学习，
党员干部对《准则》、《条例》
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纷纷表
示一定认真落实这两部法规
要求：一是铭刻在心、落实在

行。二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沿。三是牢固树立党章党
规党纪意识，自觉在廉洁自
律上追求高标准，在严守党
纪上远离违规红线，努力形
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
制度的良好风尚。四是带头
查摆和整改“四风”问题，巩
固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成
果，大力弘扬勤俭节约、风清
气正的良好风尚。

(张德新 孙延飞)

以“道德讲堂”

唱响道德新风尚

开展规范服务作风专项整治活动

班组流动课堂 筑牢廉政防线

组织收听收看《廉洁自律准则》

和《纪律处分条例》辅导报告会

开展营业窗口明察暗访工作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马志勇 路龙帅 ) 9月 2 1
日，首届中国 (庆云 )农民丰
收节暨“时代记忆·乡村振
兴”论坛在德州市庆云县举
办，来自全国工商联及相关
协会组织，文化、旅游、民
俗、林业、民宿等行业，天津
市及庆云县等地区的120余
位领导、专家出席活动。

当天上午，庆云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启动仪
式在庆云广场拉开序幕。活
动主要包含启动仪式、现代
农业装备展示、特色农产品
展示、家风家训和乡贤宣
传，古枣生态园开园仪式四
大板块活动。蒋黄邱小米、
石斛等百余种独具特色的
农产品集体“亮相”，大型联
合收割机、深耕机等现代农
业装备夺人眼球，吸引了近
2000人参与。活动现场荣程
集团与庆云县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时代

记忆(山东)庆云大唐古枣文
化产业园建设。

活动现场，庆云县对评
选出的十佳职业农民、优秀
合作社、重点龙头企业、市
级放心农场进行颁奖，并举
办现代农业装备展示、特色
农产品展示、家风家训和乡
贤宣传、古枣生态园开园仪
式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现庆
云农业农村发展的成果，展
现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不断
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当天下午，“时代记忆·
乡村振兴”论坛在庆云大唐
古枣文化产业园正式开幕。
论坛开始前“时代记忆 (庆
云 )大唐古枣园”开园仪式
启动。整个论坛期间，主办
方为与会来宾安排各个板
块的产品展示会，非遗传承
人演出。论坛结束后，与会
领导和嘉宾来到唐枣园并
在千年枣树前合影留念。

“记忆时代·振兴乡村”

首届中国(庆云)农民丰收节举行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刘潇 贺莹莹 ) 万元母婴
套房、产后纤体瑜伽、月子营
养套餐……如今在德州，“准
妈妈”的观念也在转变，月子
中心已经被不少市民所熟
知，月子中心更是拼出了各
种高端服务来吸引消费者。
记者采访了解到，明年为农
历猪年，不少夫妻计划生个
猪宝宝，不少准妈妈刚怀孕
就已经“瞄准”月子会所，有
的已经预定到明年五月份。

“我生第一个宝宝时是
在家坐月子，那时候是婆婆
伺候，可是毕竟不是专业的，
孩子因为穿得过厚还长了湿
疹。”方女士说，现在24小时
月嫂价格至少在五六千，如
果去月子中心，护理比较全
面，价格高点也放心。

9月20日上午，在德城区
天衢路一家医院月子会所，
记者发现，前来咨询的“准妈
妈”络绎不绝。“我们这里是
按照周来收费的，最高端的
月子护理服务包括，十二个
专家的权威护理，营养师体

重管理，产后美容修复，催乳
以及中药泡脚等等”，在现
场，这家月子中心的一位工
作人员，正在给一位怀孕六
个月的“准妈妈”进行现场讲
解，她说，目前最高端的月子
护理服务住的是豪华两室两
厅两卫的套房。

“除了豪华的套房，也有
一些普通的单间月子房，价
位会平价一些，当然包含的
服务也会有所不同。”该工作
人员说，基本上产妇进了月
子中心，所有的产后修复、产
后诊疗以及月子餐都不用自
己操心，“现在市民已经越来
越倾向月子中心，明年是金
猪宝宝的诞生年，现在已经
有很多孕妇开始预订月子房
了。”

“从目前来看，猪年宝宝
预订已经到五月份了，相比去
年鸡年有所增长，这也许还
是和人们传统的观念有关。”
月子会所工作人员介绍，当
前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现
在的产妇80后、90后比较多，
观念也比较前卫，接受新事

物比较快，对月子会所这种
新事物接受程度比较高。

该名工作人员介绍，预
订月子会所价格多在一万八
至两万多左右，不同价格服
务也有所区别，价格越高服
务越细致，母婴护理更全面，
记者在服务列表看到，除了
24小时医护与月嫂服务以
外，还配有产后催乳、宝宝游
泳、骨盆修复、满月发汗、满
月party等，价位较高的套餐
更是从宝宝出生所需要的一
切用品都准备齐全，甚至还
为刚出生的宝宝配备了早教
课堂。

记者调查了解到，德州
所有月子会所基本都为产妇
和新生儿提供全方位一条龙
服务，基本包含了亲子套房、
一对一月嫂服务、营养月子
餐、专业医生巡房、育婴师照
顾宝宝、保健人员帮助产妇
塑造形体等，根据价位不同
服务范围也不同，低至1-2万
元，高至一月达到7-8万元，
顾客主要为二胎妈妈和90后
妈妈。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贺莹莹) 中秋佳节，德州火
车站、汽车站迎来出行小高
峰，总体看来客流平稳。9月
25日，记者从德州火车站、
高铁德州东站、德州汽车总
站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

“三站”共发送旅客近7 . 2万
人次。

24日为中秋假期最后一
天，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客
流增加但是秩序井然，站前
路也并没有出现拥堵的情
况。旅客此持身份证进站乘

车，从进站安检到检票候车
并不用花费太长时间。

据悉，从9月20日开始，
高铁德州东站的客流便有所
增加，当天日客流接近1万人
次，中秋假期第一天的发送
旅客量反而略有下降。整个
假期期间，高铁德州东站共
发送旅客近2 . 7万人次，24日
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最多，
超过1万余人次。

与高铁德州东站发送旅
客情况不同，德州火车站则
是在假期第一天迎来客流高

峰，当天发送旅客近1万人
次，三天假期累计发送旅客
2 . 2万余人次。中秋假期期
间，德州火车站加开临时列
车5列，其中还包括一对德州
始发动车，极大方便了市民
的出行。在国庆假期期间，5
列临时列车仍将开通。

汽车运输方面，德州汽
车总站三天假期共发送旅客
2 . 2万余人次，共安排1千余
班次。假期第一天发送旅客8
千余人次，假期三天发送旅
客呈现递减。

高铁站中秋节当天旅客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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