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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宣传车“走街串巷”话防火

滨州1月13日讯 为深入推
进《山东省冬季安全应急宣传教
育活动实施方案》，吸取各地火

灾、一氧化碳中毒等事故教训，近
日，滨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全面开
展冬季火灾防控宣传工作，围绕

“五进”消防宣传，进一步提升群
众消防安全意识。

冬季来临，火灾风险隐患剧
增，支队联合消防志愿者，通过消
防宣传车开展流动宣传，采取贴

近生活、贴近百姓的宣传方式，大
力宣传消防安全常识。支队利用
集市人员众多的特点，引导广大
群众自觉主动消除各类火灾隐
患，学会自我保护与防范。

“您好，这是消防安全宣传手
册，请多学点消防安全知识。”为
全面激发社会各界对冬季消防安

全的关注和重视，支队宣传人员
累计发放消防逃生手册等宣传材
料5000余份，时刻提醒群众注意
冬季消防安全，防止一氧化碳中
毒，真正做到“知消防、学消防、懂
消防”。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萍 通讯员 郝敏

滨州1月13日讯 为推动消
防安全宣传教育“五进”工作，提
高辖区广大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近日，无棣县消防
救援大队举办“消防进校园 安
全伴我行”图书捐赠仪式，向全县
小学赠送《小学生消防安全教育
手册》。无棣县教体局、部分小学
负责人和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开始前，各小学负责人
走进无棣县消防救援大队海丰消
防救援站，“零距离”体验和感受
消防救援人员的纪律和风采。大
队宣讲人员向各小学负责人展示
器材装备，简要介绍了各自功能
和用途。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
挂钩梯攀登四楼、徒手攀绳等技
能。各小学负责人和学生代表还

集中观看了校园消防安全教育专
题警示片。

此次无棣县消防救援大队向
全县各小学赠送的《小学生消防
安全教育手册》，是由中国广播影
视出版社出版的用于学生学习的
消防图书，共4500余册。手册通
俗易懂，让小学生能够从中汲取
消防知识。

活动现场，大队长袁宇飞介
绍了《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读本》
在消防知识传播、消防宣传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各学校号召
广大学生能够认真阅读捐赠的图
书，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萍 通讯员 王延利

消防手册进校园 安全从孩子抓起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八大举措”保障迎峰度冬

努力实现连续九年除夕台区“零停电”
滨州1月13日讯 1月12日，

滨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国网滨州
供电公司迎峰度冬暨春节保供电
新闻发布会，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总经理李锋介绍了国网滨州供电
公司迎峰度冬暨春节保供电
工作。

为保障冬季经济社会运行和
人民群众亮堂温暖过节，实现连
续九年除夕台区“零停电”目标，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制定了“八大
举措”。

加强电网建设，夯实保供基
础。集中投产110千伏汇泉、蔡
古、苑城3座新建变电站和池头-

临池跨市域新建线路，解决了博
兴等区域电网网架弱、用电负荷
高、迎峰度冬负荷紧张等问题。

开展设备检修，排查安全隐
患。改造3座室外简易变电站，更
换112面老旧开关柜，完成26条
输电线路“防舞动”治理，全面夯
实电网设备安全基础。新装一二
次融合开关1205台，加装智能化
融合终端4158台，配电自动化标
准化配置率提升至95.66%，全省
排名第三，绝缘化改造5100余
处，改造线路656条，全市供电可
靠率达到99.9527%。

强化电网调控，做细应急预

案。合理安排全市188座变电站
运行方式，确保春节保电期间电
网“全接线、全保护”运行。重点
做好全市8.4万“煤改电”客户的
电力供应，度冬期间不再安排影
响保暖保供的停电计划。

精益运维设备，确保可靠运
行。针对今冬可能出现的极寒天
气，提前落实重要设备专项运维
措施，46条“外电入鲁”等重要输
电通道实施一级防护。对保供电
涉及的配电线路、台区开展三轮
次带电检测，“煤改电”线路及台
区每周一巡，并开展红外测温，确
保设备状态在控，实现“除夕不停

电、春节零投诉”。
推行带电作业，降低停电感

知。开辟不停电作业“绿色通
道”，确保全市业扩不停电接火率
常态化保持100%。完善“网格
化”抢修体系，抢修半径缩短至5
公里以内，按照城市30分钟、农
村45分钟严格管控抢修到达现
场时间，降低客户停电感知。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
展。在政务服务网、爱山东APP
等政府平台开辟用电专区，拓宽
线上服务渠道，加大“网上国网”
APP应用推广，实现用电业务全
流程网上办理、全环节在线沟通，

服务进程“一键可查”，服务质量
在线评价。

畅通服务渠道，响应客户诉
求。坚持全市供电营业厅全年

“无周休、无午休”，14个24小时
服务热线随时响应客户诉求；客
户可随时通过“网上国网”、微信
公众号、95598网站等渠道，完成
交费、报装等在线业务。

服务采暖客户，助力清洁出
行。开展“煤改电”客户专项走
访，全面了解户内设备状态，在

“煤改电”区域的村邮站、助农取
款服务点、营业厅增设线下交费
点，实现日常交费“不出村”。

滨州市人民医院招募志愿者
滨州1月13日讯 寒假来

了，想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锻
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吗？即日
起，滨州市人民医院寒假志愿者
开始招募啦。

服务内容：门急诊患者的楼层
分布引导、咨询、护送、控烟、秩序
维护等服务，引导和帮助就诊患者
自助挂号、自助缴费、打印检验检
查报告等操作，住院患者的一般生
活照顾、沟通交流、心理疏导、陪同
检查等服务，协助患者办理相关
入、出院手续，陪送住院患者至相

关病区，医院定期公布的志愿者服
务需求如重大节日义诊、大型活动
保障及环境整治等，协助医护人员
做好其他服务工作以及参与其他
临时志愿服务项目。

服务时间：上午8:00—11:
00，14:00—17:00（门诊）；晚上
18:00—21:00（急诊）。

服务奖励：志愿者当天院内
免费停车，每日连续服务3个小时
提供免费餐券一份。根据志愿者
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
计，认定其为一至五星志愿者，按

星级标准奖励相应等级的免费体
检套餐。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
达到30小时的，认定为“一星志
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
到50小时的，认定为“二星志愿
者”，奖励400元体检套餐；参加
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100小时
的，认定为“三星志愿者”，奖励
600元体检套餐；参加志愿服务
时间累计达到200小时的，认定
为“四星志愿者”，奖励800元体
检套餐；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
达到300小时的，认定为“五星志

愿者”，奖励1000元体检套餐。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携带身

份证到滨州市人民医院门诊“医
路相助”社会志愿服务站，填写志
愿者登记表，交由志愿者服务站
审核；公众号报名，关注“共青团
滨州市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在
医路相助报名入口填写志愿者登
记表，提交审核。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彭翠翠 通讯员 赵岩 许
志颖

规范全过程
工程咨询服务活动

滨州住建行业
参加省厅培训

滨州1月13日讯 近日，
滨州市住建局组织各县（市、
区）住建局全过程工程咨询
业务科室负责人，设计、监
理、造价企业专业技术人员
共计40余人参加了省住建厅
《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内容
清单》培训。

此次培训采用网络直播
形式进行，为期一天。

培训结合案例，对全过
程咨询服务需要把握的关键
性问题进行了阐述。此次培
训让参会人员对全过程工程
咨询服务各个阶段的服务内
容、成果和质量要求有了清
晰的认识，同时，规范了全过
程工程咨询服务活动，对提
升企业全过程咨询服务能
力，推动工程建设咨询企业
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继
续推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工作的开展，做好专业技术
人员培训，鼓励工程建设咨
询企业拓展业务范围，做好
典型案例推广，争取推出本
市的全过程工程咨询领航
企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贵英 通讯员
王通

干道两侧乱停车
或被拖至停车场

滨州1月13日讯 近日，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市
西中队以当前正在开展的

“城区市容环境整治专项活
动”为契机，联合公安交管部
门对城区主次干道两侧机动
车、非机动车辆乱停放现象
进行集中整治。

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
对私占公共停车位的行为进
行纠正、警告。对乱停乱放
的车辆，能挪移到规定车位
的予以挪移，不能挪移且严
重影响道路畅通的拖移到指
定停车场。同时，现场引导
市民规范、有序停放车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刘萍 通讯员
王玲

送福进社区
滨州1月13日讯 1月13日

上午，省派“四进”攻坚工作组带
领省文史书画院与滨州市著名
书画名家一起，到滨城区彭李街
道办事处为民社区开展“送福进
社区”文化惠民活动。滨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丁海廷，滨城区副区长李元
宏，彭李街道党工委书记宫承祥
参加活动。

活动特邀为民社区的老党
员与书画家们一起，畅谈爱党爱

国情怀。宫本祥和滨州市书画
家赵先闻为活动致辞。

活动中，书画家们参观了彭
李文化阵地建设，挥毫泼墨，创
作了许多国画作品和书法作品，
送给彭李社区的老党员和群众，
祝他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贵英 通讯员 刘
和平

书画家展示准备送给社区
老党员和群众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