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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健康理念，倡导绿色生活

爱国卫生月健康宣教活动启动

本报德州4月15日讯(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周明明 马
兴昊) “大爷，您先冷静一下，
有啥事慢慢说，不着急”。4月11
日一大早，程先生就急吼吼来到
禹城市纪委监委门口，大声吆喝
着要告村支部书记。市纪委信访
室工作人员按规定完成来访人
员测体温、消毒、安检、登记等程
序，认真倾听着程大爷的诉求。

据当事人程先生介绍，让他
如此气愤的原因是村账目未公
开，他认为是村书记贪污了村集
体收入。工作人员针对反映的问
题一一沟通了解，将信息仔细录
入信访接待系统。短短十分钟，
程先生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就已
经登记在册。确认无误后，工作
人员表示随后会有调查人员主
动与他联系，保证给他一个公正

的调查结果。
“同志，谢谢你们，刚才在门

口大声吆喝是俺不对。”感受到
整个接待过程，程先生不好意思
地笑了。

而这，只是禹城市纪委监委
每日接访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禹城市纪委监委在信访接待
工作中，坚持温度与速度并存，
打造“温馨接待室”，写好群众满
意“方程式”。首先确保“信息公
开”有亮度。积极畅通信访举报
渠道，通过宣传栏、禹城清风微
信公众号、禹城市纪委监委网
站、印发信访举报工作指南、明
白纸等方式，公开检举控告方式
和受理范围等相关信息。其次确
保“升级改造”有温度。

全面升级信访举报接待场
所，设有候访室、接访室，安检设

施、视频监控等基础设施配置完
善，饮水机、疫情防控物品等便
民设施配备齐全，精心营造了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温馨整洁、安
全保密的接访环境。

确保“优化流程”有速度。从
信访件录入、转办交办到调查反
馈，每个环节都进一步细化规
范，最大限度压减接访、办访时
间，扎实做好实名举报核实告
知、过程沟通与反馈处理工作，
从案件查办环节减少重复举
报，遏制信访增量，大大增强基
层吸附力，减少越级信访、重复
信访等问题发生。与去年同期
相比，禹城市初次举报按期办结
率提高了10%，一次性结服率提
高了 8%，重复举报率下降了
6%，群众对纪检信访工作的满
意度显著提升。

禹城市纪委监委：

立足群众满意感，做好群众“贴心人”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
户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
于2021年5月21日前携带相关
证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
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
证复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
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
及银行账户正常使用相关证
明)到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
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
咨询属地营业厅，咨询电话如
下(区号：0534)：

城区供电中心：3885090
经 济 开 发 区 供 电 所 ：

3885180
北铺店供电所：3638622
北 铺 店 所 苏 留 庄 厅 ：

3633122
新盛店供电所：3541818
东李供电所：3511911
东李所雷集厅：3912122
香赵庄供电所：3503081
田庄供电所：3528622
宋楼供电所：3581822
白马湖供电所：3578832
双庙供电所：3557786
双庙所渡口驿厅：3552778
南城供电所：3591511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夏津县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夏津县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户
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
2021年5月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
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客
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银行卡复印件及银行账户
正常使用相关证明)到当地供
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
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的理解
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地营业
厅，咨询电话如下(区号：0534)

郑店供电所：7614452
铁营供电所：7614426
胡家供电所：7614412
黄夹供电所：7614422
郭家供电所：7614435
化楼供电所：7614457
朱集供电所：7614442
大孙供电所：7614416
孔镇供电所：7614462
杨安镇供电所：7614447
城区供电中心：7614406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乐陵市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乐陵市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本报德州4月15日讯(记者
孙文丽 通讯员 马东 张

雅男 赵吉红 赵吉丽) 在我
国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到来之际，为进一步增强全
体师生国家安全意识，构筑和
谐平安校园，4月15日上午，德
州科技职业学院举行第六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维
护国家安全，建设平安校园”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党委
副书记、副院长朱纪辉在致辞
中指出，学院多年来高度重视
师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和
校园安全管理工作，通过开展
新生入学军事训练、国防教育
专题讲座，开设军事理论课、
形势与政策课，举办法治教育
讲座、消防应急逃生演练等各
项专题活动，并且加强校园治
安管理，建立覆盖全院的监控
网络、安装一键报警装置、实
施24小时教师值班制度等，切
实增强师生们的安全意识、营
造安全氛围、打造安全环境，
确保校园安全稳定、师生安心
工作学习。

启动仪式上，该院院领导

宣读了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系列活动方案；禹城市
公安局政委孙兴国为全体在校
师生作了反邪教宣传教育讲座。

据了解，为深入开展“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
育，德州科技职业学院将邀请
公安、人武部、消防等部门来
院举办专题讲座，开展主题班
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将国家
安全教育、校园安全常识教育

落实到师生的工作、学习、生
活各方面，贯穿到学院发展、
办学、管理全过程，使全体师生
铭记“安全重于泰山、稳定压倒
一切”，建设平安、和谐校园，以
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仪式结束后，全体参会人
员共同在第六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主题条幅上签名，并
参观反邪教宣传展板。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暨“维护国家安全 建设平安校园”系列活动启动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办理销户业

务后仍存在余额，因销户后部
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2021
年5月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材
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客
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及银行卡复印件)到当地供

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
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对我公
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
咨询属地营业厅。

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中
心营业厅咨询电话：0 5 3 4 -
8283031/8283069

特此公告。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中石化德州石油分
公司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电影

《沂蒙红嫂俺的娘》，缅怀革
命先烈，传承沂蒙精神，激发
干事热情。大家纷纷表示要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入学
习和发扬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精神，积极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立足岗位践行
初心使命，在奋发作为中谱
写新的篇章。 （涂婷）

中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

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红色电影《沂蒙红嫂俺的娘》

本报德州4月15日讯(记者
徐良 通讯员 杨光朋) 4

月14日，德州市“爱国卫生月”
健康宣教服务活动在德城区和
谐园广场举行。

“想知道什么样的饮食习
惯最健康吗？可以看看这本《健
康素养66条》。”8时35分，活动
还未开始，不少市民就围聚在
各单位的展台前，各单位的志
愿者边向市民发放“爱国卫生
月”的知识手册、单页，边向市
民讲解。

现场，急救志愿者利用儿
童人体模型，示范了海姆立克
急救法和心肺复苏的流程，并
演示了心肺复苏的方法和要
点，还邀请市民现场体验学习，
手把手地纠正错误动作。“以前
只在电视上看过心肺复苏的急
救演示，不亲自体验，还真把握
不好力度和方法。”市民林秀华
说，学会这些急救方法，关键时
刻能救命，她希望能有更多人
学到这些实用的急救知识。

今年4月，是我国第33个爱

国卫生月，为此，德州市有关部
门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此次健
康宣教活动由市爱卫办、市文
明办牵头、市卫健委等单位承
办，市级、区级多家医疗机构单
位参与，属于德州市第33个“爱
国卫生月”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据了解，德州市卫健委还将通
过义诊、健康宣教、组织卫生大
扫除、进行春季病媒生物防制等
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宣传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营
造浓厚的爱国卫生运动氛围。

参会领导观看反邪教宣传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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