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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禹州市供电公司：
田间地埂忙保电 助力金秋大丰收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杨济豪
“供电公司来做安全用电宣
传，还上门给咱义务检修线路，对
咱 的 服 务 可 太 贴 心 了 ！”9 月 20
日，禹州市梁北镇农民在田垄间
接过供电员工递上的“连心卡”，
连声称赞。
春 播 一 粒 种 ，秋 收 万 担 粮 。
时下正是农户秋收的关键时期，
为确保广大农户在秋收期间用电
无忧，禹州市供电公司早部署、早
落 实 ，扎 实 开 展 秋 收 保 供 电 工
作。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对服务区
域内涉及秋收用电线路、台区进
行“拉网式”排查消缺，重点对种
植合作社、大棚基地、农作物加工

厂等场所开展上门服务，检查农
户秋收用电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
患，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等不规范
用电行为，对电杆安全标识、拉线
等线路设备进行专项巡视维护并
整改用电隐患，从源头上保证秋
收期间供电设施
“零缺陷”
运行。
同时，该公司还开通秋收用
电报装绿色通道，规范临时用电
申请办理和表计台账，简化农户
秋收用电报装程序。还利用上门
服务的机会向广大农户推广“网
上国网”APP，手把手介绍使用方
法，以优质、方便、高效的供电服
务支持农民朋友秋收。此外，该
公司将优质服务送进农户心坎的
同时，还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安

全用电知识宣传活动，详细讲解
电力设施保护相关规定和安全用
电常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安
全用电意识。
截至目前，该公司深入田间
地头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60 余次，
发放安全用电知识及电力设备保
护宣传单 600 余份，检查变压器
10 余台、排查设备隐患 20 多处，
及时进行了消缺处理，深受广大
农户朋友们的称赞。下阶段，该
公司将持续精心安排部署，按照
供电所划分积极向农户宣传安全
用电知识注意事项，为农户提供
用电技术指导，引导农户安全用
电、规范用电、科学用电，当好秋
收阶段的
“电保姆”
。

七旬老人不慎坠入水井
禹州公安、消防联手成功救出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张汇涛
警察不仅是打击违法犯罪的
正义化身，也是人民群众在遇到
危难时的保护神。9 月 18 日，禹
州公安协同市消防救援大队联手
成功救助一名落井老人。
9 月 18 日 15 时 12 分许，禹州
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群众报
警:范坡镇孔陈村一老人不慎掉入
水井，需要立即施救。人命关天！

110指挥中心立即启动紧急警情联
动 工 作 机 制 ，指 令 范 坡 派 出 所、
119、120 等单位立即出警，
并第一
时间向值班局领导做了汇报。
时间就是生命，
范坡派出所民警
很快赶到事发现场，
出事地点位于村
头一处农田里。当天下午，
一名70
多岁的老太太在地里干农活时，
不慎
掉入田间一口废弃的水井里。
由于井口直径只有 80 厘米
左右，老人坠落后被卡在距离井

口六七米处。处警民警根据地
形、水位等因素制订多种施救方
案、方法。大家经过一个小时的
紧急救援，最终一起合力将老人
从井中救出，并抬上 120 急救车
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老人已脱离
危险，
生命体征平稳。
事后，民警积极联系相关职
能部门，对废弃水井周边设置安
全警示牌和防护设施，防止再次
发生安全事故。

长葛市供电公司：
变电站综合检修
提升电网运行水平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赵娣 陈飞
9 月 13 日，长葛市供电公司变电检修
人员在 110 千伏青汇变电站对青 1 号主变
智能终端柜进行更换，
以
“严、精、细、实”
的
态度全力确保秋检工作顺利开展，为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打好坚实基础。
当前秋检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长葛市供电公司计划用 14 天的时间对
110 千伏青汇变电站开展综合检修，解决
设备老旧问题。此次综合检修运用“远程
视频监控+现场监督”手段，确保现场作业
始终处于“可控、能控、在控”状态，严控影
响供电安全的电网风险。
为保证此次综合检修工作安全、有序、
高效实施，该公司在总结以往检修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提前部署，明确责任，制定事
故处理预案，
优化电网运行方式，
保障此次
综合检修工作顺利进行。
施工现场严格落实“四个管住”，严格
多专业、综合性作业风险管控，
成立风险管
控协调组，常驻现场督导和协调风险管控
工作，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规范操作流
程，确保人身、设备和电网安全。同时，为
提高设备检修利用率及工作效率，该公司
坚持
“一停多用”
原则，
利用停电检修时机，
将青 1 号主变、青 2 号主变的调档开关一
并进行大修，
彻底消除设备隐患。
“改造完成后，110 千伏青汇变电站供
电能力将得到显著提高，为当地企业生产
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可靠的电力保障。”
长葛
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郭华杰说道。

探索九年一贯制育人
洛阳市瀍河实验学校
“正青春”

学校庆祝建党 100 周年活动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实验学校（简称“洛阳市瀍河实验学校”
）是一
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自 2017 年建校以来，秉承“做好有情怀的
教育”的办学理念和“成就每一位师生”的办学目标，探索九年一贯制
育人模式，努力“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奋力开启
洛阳九年一贯制教育发展新局面。
□大象新闻记者 弯继伟

五年，一颗洛阳教育“新星”
冉冉升起
作为洛阳教育的一颗“新星”，洛
阳市瀍河实验学校年轻而富有活力，
建校五年，就已发展为东、西、北三个
校 区 ，总 占 地 80 余 亩 ，拥 有 教 职 工
170 人，学生 2800 余人，60 个教学班。
目前学校教职工平均年龄 34 岁

左右，学历本科率百分之百，
其中研究
生学历 18 人。国家级骨干班主任 1
人，河南省特级教师 1 人，省市级骨干
教师近 30 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过
硬。
一流师资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学校将教师梯队培养作为教师发展学
校的重要举措，用积极的教师文化引

领教师成长，树立了“乐教乐学，教学
教育的切入点，打造“聆听党的声音”
相长”的教师成长理念，倡导“人人努 “红领巾研学”
“ 家长进课堂”
“ 快乐成
力做最好的自己”
，形成了
“乐教善教，
长微课堂”
四张德育名片，
努力为学生
敬业乐群”
的教风。今年，
学校被洛阳
提供完整的成长环境，促进教育品质
市教育局评为“洛阳市首批教师发展
不断提升。
基地学校”
。
五年探索、沉淀，
学校办学成果显
著，先后获评全国活力校园 100 强、全
作为瀍河区高起点、高标准打造
国足球特色学校、
教育部数学文化实验
的学校。洛阳市瀍河实验学校硬件设
学校，
河南省语言文字示范单位、河南
施一流，音乐教室、美术教室、茶艺教
省示范家长学校、
河南省数字化校园标
室、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计算机教
杆校、
洛阳市义务教育学校管理优秀单
室、多功能教室、心理咨询室等一应俱
位、洛阳市文明校园、洛阳市创客示范
全，并建有标准的校园电视台。学校
学校、洛阳市德育实践基地、洛阳市首
中学部为半寄宿制，学生宿舍宽敞明
批书法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
办学美誉
亮，设施齐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
度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2021 年
学校食堂为师生共用，
设施规范，
卫生
8月，
省委常委、
洛阳市委书记江凌曾到
整洁。为学生营造了优良的学习生活
学校调研，
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和成果给
环境。
予肯定，
鼓励学校积极进行义务教育九
深耕九年一贯制办学
年一贯制的教育探索。
彰显特色育人优势
洛阳市瀍河区教体局副局长、瀍
河实验学校校长王向春表示，学校将
洛阳市瀍河实验学校建校以来，
继续为瀍河学子提供优质的教育服
致力于九年一贯制教育实践探索，提
务，
成就每一位师生，
努力办好家门口
出了“一二三四五”发展理念，突出学
的学校，向社会各界交出一份满意的
生主体地位，
强化学生能力培养，
先后
答卷，
书写瀍河实验人的教育情怀。
和瀍河一幼、洛阳魏书生中学等学校
开展协作，
进行幼小衔接课程、小初衔
接课程的教育探索，
从习惯养成、学习
能力培养等方向对学生进行衔接教
育，
完善不同学段的能力和评价指标，
开发了阅读、科学、艺术、生活等七彩
体验校本课程，形成了“乐学善思 明
辨笃行”
的学风。实施德育、教学双轮
驱动，探索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的
情怀课堂。把学生一日常规作为养成
学校军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