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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早 国网人勤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阳春三月，大地回春，到处散发着勃勃的生机。助农灌溉，
检修设备，变电站改造，开展春季防外破坏等，在田间地头，农民家里，设备现场，随处可
见新乡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巡设备、查隐患，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
初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冯晓玉

新乡县供电公司
110 千伏苗庄变电站综自改造工程圆满收官
3 月 11 日 20 时 30
分 ，新 乡 县 供 电 公 司
110 千伏苗庄变电站苗
#1 主变冲击试验后投
入运行，标志着该站#1
主变综自改造工程圆满
收官。
苗庄变电站是新乡
县电网的枢纽站之一，
由于该站运行时间长、
设备老化，保护装置必
须更新换代，本次综自

改造工程刻不容缓。经
过制定详细的检修计
划，合理安排停电时间，
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拆
除、安装、调试等工作紧
张有序。
经 过 14 天 的 协 同
合作，本次改造涉及的
后台监控系统、保护装
置及二次回路等布局更
加合理、规范。
(李宝玲 冯娴)

延津县供电公司
电力服务添彩“好春光”
3 月 13 日，延津县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来
到蓝莓种植园，开展
“雷
锋月”志愿服务活动，义
务为用户检修线路及排
灌设备，助力农业安全
生产。
“今年的蓝莓长势
很好，只要细心照顾，每
棵树平均可产果 6 公斤
左右。
”蓝莓种植园负责
人孟二冬向供电员工介
绍说，蓝莓树对灌溉用

电质量要求高，为此，
服
务队员主动走访种植基
地，巡视低压线路及漏
保装置，对水泵控制箱
进行全面诊断，彻底排
查电器隐患。
为保障农业生产用
电，延津公司积极组织
党员服务队，上门了解
农户用电需求，确保农
户用电安全可靠，全力
保障农业生产用电需
求。
（陈云东）

获嘉县供电公司
点滴行动温暖人心 国网人获锦旗

“我叫孟志勇，家是
东厂村的，这次来是替
俺老丈人给你们的电工
冯义海送锦旗来了！”3
月 7 日上午，一男子走
进照镜供电所，捧着锦
旗。
据该男子介绍，老

丈人老两口是桑庄村
民，
老两口80来岁了，
老
爷子还身患残疾，孩子
没在身边。冯义海发现
后，每月都要跑家里好
几趟，帮忙交个电费、换
个灯泡、检查线路，
很照
顾两位老人，
几年来，
老
人感怀于心，却无以回
报。
“咱没做啥，
人家就
这么谢咱，咱也感动。”
冯义海说。
“咱是老党员
了，以后这样的事还会
一直做下去！”
(冯楠 王培)

卫辉市供电公司
全方位筑牢防外力破坏防线
“老乡，请注意您在
施工时一定要与线路保
持 5 米的安全距离，线
下 不 得 堆 放 谷 物 、垃
圾！”3 月 12 日，卫辉市
供电公司开展春季防外
破专项行动，全力保障
电网可靠供电。
春季气温回暖，植
树、放风筝等活动逐渐
增多，乡村修建和项目
建设等陆续开工，缺乏
安全意识，可能对电力

设备安全可靠运行造成
一定影响。为此，卫辉
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
辖区的输配电线路进
行“地毯式”巡视。
截至目前，卫辉市
公司已巡视排查重要线
路 33 条，及时制止线下
外破风险 8 处、清除树
障 100 余处 ，全方位筑
牢外力破坏防线，确保
电力设施安全可靠运
行。
(张琳)

辉县市供电公司
“春季百日安全攻坚战”
拉开帷幕
3 月 12 日，国网辉县市供电
公司组织百余人对 10 千伏薄王
线进行全线路登杆检查，拉开公
司“春季百日安全攻坚战”的帷
幕。
为了减少停电，提高供电可
靠性，巡检人员制定了周密的工
作方案。从早上 7 时至下午 6
时，经过 11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10 千伏薄王线登杆检查顺利结
束，线路的各种安全隐患得到彻
底整治，为电网迎峰度夏打下坚
实基础。
（杜清国 陈璞）

原阳县供电公司
春耕春灌正当时
电力保障解农忧
入春以来，
随着气候变暖，
小
麦进入返青期，农民群众春耕春
灌迫在眉睫。3 月 13 日一大早，
在原阳县阳阿乡董庄村董文斌的
地里，原阳县供电公司电力师傅
们正在帮助检查排灌设备、接电
抽水灌溉。
从 2 月中旬开始，春耕保电
工作提上日程，该公司及时成立
16 支“保春耕春灌”服务小分队，
实行所长包辖区，
工作人员包村，
电工包排灌线路、机井服务，
组织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巡视线路，检
修农灌变压器和漏电保护器等，
对查出的用电安全隐患和薄弱环
节全部进行整改，切实保障农村
春耕春灌安全用电无忧。
（董鹏磊）

长垣县供电公司
强国平台受追捧
党员干部齐“充电”
“学习强国平台真不错，
内容
丰富，学习便捷。”3 月 12 日，长
垣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党支部书
记牛利娟说起
“学习强国”
平台非
常赞叹。
据了解，自“学习强国”平台
正式上线以来，该公司党委组织
18 个党支部支委人员进行专题
培训，积极推广学习平台的安装
和 使 用 ，要 求 全 体 党 员 干 部
100％下载安装“学习强国”手机
APP。
同时，加强对 18 个党支部党
员学习
“学习强国”
情况的督促考
核。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做到了
党员全覆盖，党员干部积极利用
工作间隙，
线上学习常态化，
主动
化，积极为自己的理论学习充电
加油。
（邢绍静 王慧卿）

淇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深入帮扶村 助力脱贫攻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王志彬
日前，淇县朝歌街道
办石桥村内人声鼎沸，热
闹非凡，许多身穿红马甲
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打扫
庭院卫生，讲解安全用电
常识，宣传扶贫政策。原
来是国网淇县供电公司共
产党员服务队前来帮扶责
任村开展“扶贫日”活动，
全力助推该村脱贫攻坚。
活动当日，该公司共
产党员服务队先后逐一走
访了该村 13 户贫困户，每
到一户家中都详细了解其
家庭状况，并为贫困户发
放《安全用电须知》，讲解
安全用电常识，宣传扶贫
政策。针对贫困户秦保卫
和赵建清的特殊情况，党
员服务队还积极发挥表率

作用，齐心协力打扫庭院
卫生，为贫困户送去真诚
的服务。从而认真践行凝
聚群众、服务群众的理念，
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
坚。
这只是该公司共产党
员服务队帮扶脱贫的一个
缩影。
据悉，
近年来，
该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围绕重大
节日开展保电、优质服务、
脱贫攻坚等中心工作，通
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
等活动，勇于承担急难险
重任务，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积极树立国家电网公
司良好社会形象，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人民电业为
人民”
的企业宗旨，
努力在
为地方经济建设保驾护
航、贡献力量！

淇县交警大队
侦破一起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牛合保
近日，淇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经过三天两夜缜密
侦查，成功破获一起重大
交通肇事逃逸案，犯罪嫌
疑人姜某某被抓获。
3 月 7 日晚 8 时 15 分
左右，淇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事故处理中队接到警情
称：S222 省道淇县桃园路
段，
一老年女性已经死亡，
该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
走访调查。
经调查，案发路段没
有任何监控视频，专案组

民警经排查锁定了案发时
间段经过案发现场的车
辆，
同时，
到某汽车销售企
业进行访问，最终确定了
嫌疑车辆的具体型号，并
调取了该车型在淇县范围
内的销售记录。
3 月 10 日中午，专案
民警侯小林反馈，在淇县
北阳镇某村查找到了该嫌
疑车辆。随后，专案组民
警迅速扣押了该车辆，控
制了车主。面对民警，犯
罪嫌疑人姜某某如实供述
了 3 月 7 日晚驾车碰撞行
人后逃逸的犯罪事实。

鹤壁召开 3·15 消费维权新闻发布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3 月 13 日，由鹤壁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费
者协会举办的鹤壁市 3·
15 消费维权新闻发布会
在该市人民会堂新闻发布
厅召开。
会上公布了 2018 年
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十
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并
向全市人民发出预付消费
须提防消费陷阱及理性购
买保健食品、谨防上当消
费警示。除此之外，在全
国两会及 3·15 期间，鹤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开展
了“两随机、一公开”市场
集中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
人员 1665 人次，出动执法
车 辆 501 辆 次 ，抽 查“ 三
小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297 家。发现存在突出问
题或风险隐患的生产经营
单位 14 家，下发责令改正
通知书 22 份，抽查书包、
玩具、家具产品生产企业
86 家，经营企业 144 家，
抽查市场主体登记事项
527 家，检查未发现问题
455 家，检查发现通过登
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
联系 65 家，不配合检查情
节严重 3 家，发现问题待
后续处理 1 家，发现问题
已责令改正 3 家，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 7 份。

遗失注销
兹有我司新乡捷安置业有限公司，因我司管理失
误，遗失 2019 年 1 月 2 日购入的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7 份（二 联），发 票 代 码 4100183130，发 票 号 码 为
05307126~05307139、 07916479、 07916480、
07916481；已开具，已申报已缴纳税款，盖发票专用
章。现声明作废！
河南帅联商贸有限公司增值税发票遗失，发票代
码：
4100173320，
发票号：
18788019，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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