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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济源供电公司：

建设坚强电网 服务产城融合发展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吴战通 左朝君
“目前，工程已进入电气设备
安装阶段，
我们严格按照优质工程
标准，加大人员和技术装备投入，
确保及早竣工，
满足中心城区产业
发展和经济建设用电需求。”9 月
13 日，
在 110 千伏汤帝变电站施工
现场，
项目负责人李鹏飞介绍道。
近年来，国网济源供电公司
围绕地方发展用电需求，持续加
大电网建设力度。
“十三五”期间，
济源电网主网新建变电站 6 座，新
增 110 千伏及以上变压器 10 台、

变电容量 64.3 万千伏安；新增 35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 24 条、207
千米。济源地区城镇配网新建 10
千伏开闭所 4 座、配电台区 1579
个、配变容量 32.7 万千伏安，新增
10 千伏线路 1260 千米。经过接
续建设、持续发展，实现 110 千伏
变电站覆盖所有产业集聚区，中
心城区和重点工业园区 10 千伏
主干线路互联率达到 100%，电网
支撑能力大幅增强，成为促进产
城融合发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保障。
“仅今年以来，我们就高质量

完成 110 千伏五龙口、堰头扩输
变电项目和 4 个‘第二电源’线路
工程。目前，正在加紧推进 220
千伏勋城、110 千伏汤帝等变电站
项目，确保‘十三五’电网建设圆
满收官。”国网济源供电公司建设
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当前，该公司正围绕济源高
质量建设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战
略目标，本着电力保障前置的原
则，精心编制“十四五”电网发展
规划，用更坚强可靠的电网，为产
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强力支
撑，
用优质电能扮靓济源大地。

焦作解放区人大常委会
专项视察解放区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赵明
■耿彩霞 通讯员 闫怡颖
9 月 11 日上午，解放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孙增顺
带领视察组一行 11 人对解放区
人民法院加强司法保障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进行视察调研。
调研期间，
视察组一行首先看了

解放区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宣传
展板，
听取了解放区法院在诉讼服
务、
司法服务和保障、
扫黑除恶、
破产
审理、
涉企执行、
智慧法院等方面持
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详细介绍。
随后，视察组一行实地考察
了诉讼服务中心，现场听取了“一
站式”诉讼服务、网上立案、自助

立案、诉讼引导、智慧法院建设、
审判执行信息化等工作情况介
绍，对法院各项工作的专业化、规
范化、智能化给予了高度评价。
调研期间，视察组一行还视
察了诉调服务中心，现场听取了
调解员调解案件并对诉调服务进
行了高度的评价。

襄城县一电动车主飞线充电
电车起火烧毁他人车辆被判赔偿
生活中每天上下班，少不了
“小电驴”、
“ 小电动”们穿梭在街
道上，方便快捷，作为电车车主，
给爱车充电是家常便饭的事，
但是充电的时候要非常注意，一
不小心可能引发火灾！
2020 年 1 月 8 日晚上 9 时左
右，被告巫某超驾驶大阳牌四轮
低速电动车回到许昌市襄城县帝
景东方小区，将车辆停放在高层 1
号楼西侧阿华便民店对面，后从

其居住的高层 1 号楼 10 楼家中引
出电源线给停放在地面的电动车
充电，1 月 9 日 0 时 36 分左右，该
电动车内开始闪光并起火，后引
发火灾，导致停放在电动车周围
的车辆不同程度受损。火灾发生
后经襄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对火灾
现场进行勘验，最终认定电动车
充电过程中车辆电气线路故障起
火蔓延成灾。
该案件由民事一庭审理，
承办

法官认为被告巫某超应当能够预
见到从高处接引电源线在无人看
管的情况下为电车充电所具有的
危险性，并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
施，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事
故最终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
对原告车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巫某超赔
偿原告车辆维修费、上牌费等损
失，被告已于 9 月 9 日履行赔偿责
任，
案结事了。
（丁慧丽 付屹）

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走进学校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演练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姚浩瀚
为全面做好学校消防宣传教
育工作，落实消防安全三年行动
部署，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进一步
增强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9 月 8
日下午，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走
进魏风中学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活动，为入校学生们上好“开学
第一课”，建安区各中心校负责人
进行了集中观摩。
培训中，培训人员以消防安
全知识的掌握、消防器材的熟悉、
实际操作灭火器等较为常见的内
容 为 主 ，突 出“ 简 单 、易 学 、会
用”。同时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详细讲解了火灾产生的原因，火

灾的分类，灭火的基本方法，怎样
报火警等消防常识。其中重点讲
解了如何正确使用灭火设施、初
期火灾的扑救、发生火灾时正确
的逃生措施等消防安全知识。课
后，培训人员向师生们赠送了印
有消防安全知识的鼠标垫和《中
小学生消防安全知识读本》。
随后，学校组织开展了疏散
逃生演练。演练假设学校教学楼
发生火灾，通过学校广播，学生迅
速做出反应，在指战员的引导下，
学生们弯着腰，捂住口鼻，有序地
从教室撤离，并按照指定的疏散
路线在 3 分钟内全部撤到安全地
带。在消防器材展示区，同学们
参观了消防器材装备，消防指战

员一一为大家讲解了器材的名
称、用途、技术参数等。同学们都
感觉非常新奇，显得非常兴奋，不
少同学还穿上战斗服进行亲身体
验。为进一步提高师生们应对初
期火灾的实战能力，培训人员为
师生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与灭
火等知识，并组织学校师生亲身
体验使用干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
灾。
通过此次培训活动的开展，
不
仅使学校师生掌握了基本的消防
知识，
同时也增强了学生消防安全
意识，
真正达到了
“教育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
宣传目的，
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奠
定了扎实的消防安全基础。
主编：
颜景献

冲动！
服刑期间再犯法
男子获刑六个月！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赵明
■耿彩霞 通讯员 时俊亚 孙同勇
服刑期间不认真接受教育改造，反而
在监狱内与狱友发生争执打斗致人轻伤。
近日，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
故意伤害案。
被告人牛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在监狱服刑期间，
与服刑犯人段某因琐事发生争执，随后将
段某打伤，
致使段某左耳膜穿孔。经鉴定，
段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案发后，被告
人牛某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并取
得被害人段某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牛某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
致一人轻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
伤害罪。牛某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新罪，
应当数罪并罚。鉴于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
认罪认罚，
且案发后积极赔偿
被害人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综上，判决被告人牛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与前犯故意伤害罪余刑三个月
零四天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个月零
四天。

恩威并施巧执行
尽心尽责暖人心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赵明
■耿彩霞 通讯员 杨晨子 刘益旭
近日，被执行人赵某在被中站区人民
法院查出有大量的银行流水账后，终于履
行了自己的还款义务。
申请人刘某与被执行人赵某系民间借
贷纠纷，
经法院审理后，
依法判决赵某偿还
刘某货款 5000 元。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
赵某未自觉履行判决义务，申请人刘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干警受理此案后，依法向被执行
人赵某送达了执行手续，可赵某仍未按期
履行判决义务。随后赵某竟和法院玩起了
“智斗”
，执行干警未查到其财产，
案件一度
难以进行。执行干警多次通过网络查控系
统查询赵某的财产，并通过各银行查询其
流水账，终于查出赵某在某银行有大量的
流水账，
依法将赵某拘传至法院，
在执行干
警的耐心劝导下，被执行人赵某终于同意
履行给付义务，并同申请人刘某达成和解
协议。现申请人刘某已拿到全部执行款，
至此，
该案顺利执结。

郑州客运段京广一组
积极落实铁路防疫制度
9 月 7 日，由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京广
一组担当的 G1560 列车上，列车长丁妍带
领全体乘务组对列车进行全列消毒，在防
疫第一线对高铁列车进行地面,卫生间及
三间两档等重点部位进行消毒，始发接车
和终到地面消毒，保证车厢内卫生安全达
标。 她们积极落实铁路防疫制度，冲锋在
一线，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为每一位旅
客营造安全达标的乘车环境，保障旅客健
康安全，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强大的新
生力量。
（丁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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