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25日 星期四 责编 龚浩 美编 张峰

社会AL·02

10月19日，商丘供电公司供电
服务督查组完成了对李口供电所的
督察，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约谈。
这是该公司健全监督机制、提升供电
服务水平的重要体现。

商丘公司注重建立和完善市、县
两级供电服务监督机制，通过设立供
电服务督察专家库、定期对基层单位
开展督察、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等，
促进基层供电服务水平的提升。该
公司抽调市、县公司业扩、计量、电费
等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供电服务检查
督察专家库；每周从专家库中随机抽

取各专业人员组成供电服务检查督
察工作组，通过座谈、模拟报装、系统
查看、资料审核、业务问询、现场考试
等方式，对各县公司基层窗口服务情
况进行全面督察，确保督察工作全覆
盖、全业务、全流程。同时，对发生投
诉现象的供电所，严格督导投诉事件
责任人处理及处罚执行落实，不定期
对被投诉单位责任人进行约谈，对相
关人员进行供电服务知识培训和考
试，考试结果纳入营销指标考核，确
保消除服务短板，促进供电服务水平
和质量的全面提升。（王辉 刘新政）

10 月 17 日，是第 5 个中国“扶贫
日”。国网巩义市供电公司组织开展了
扶贫村走访慰问、志愿服务等主题系列
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扶贫日”。

活动当天，由该公司领导班子带队
参加帮扶村双槐树村的扶贫励志大讲
堂，该公司党委书记结合帮扶工作实际
及个人感悟为全体帮扶责任人上了一堂
生动的扶贫工作励志课。随后，组织志
愿者们深入贫困户家中，了解家庭生产
生活情况，大力宣传电力扶贫政策。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该公司不
断加大各种投入力度，着力解决农村电力

需求快速增长与农村电能质量不达标的
矛盾。该公司先后投资147.08万元，完成
了电力扶贫惠民农网改造升级专项工程
（贫困村），单项工程9项，工程涉及3个乡
镇，5个贫困村。投资406.12万元完成井
井通电工程，单项工程36项，涉及受益机
井40眼，受益农田4.87万亩；对全市3769
户贫困户进行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
存在供电安全隐患的774户贫困户进行
了整改，改造下户线53.247千米、表箱
977个、进户线9.992千米，彻底解决了贫
困村的低电压和农田灌溉问题，让贫困户
用上了安全电、放心电。（柴进峰）

“我决心遵照习近平主
席的教导，‘勤奋学习、快乐
生活、全面发展’。与伙伴
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少先
队建设成：快乐、友爱、自
动、向上的好集体。”10月23
日上午，“星星火炬永相传，
献礼建校五周年”，中国少年
先锋队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
阳分校（下称北二分校）第一
次代表大会（下称少代会）在
北二分校美茵校区举行。本
次会议共有17名学生代表，
73名中队少先队员代表，20
名辅导员代表，以及90名家
长代表参加。

本次少代会经由队员
自荐、各中队推荐，大队部
考核之后，共有12名候选
人参与竞选演讲。少代会
上少先队员们投上一张张
选票，最终有12名小学生
成为该校新一届大队委员，
北二分校郭遇巧书记为新
一届大队委员颁受标志并
发放聘书，学校大队辅导员
孔燕带领新大队委员宣誓。

在本次少代会中，少先
队员代表们还带来了90个提
案，涉及校园文化、环境卫生、
课堂学习、心理健康、行为习
惯等各方面，还有一些关于

学校建设、发展合理化建议
和设想的深层次探讨提案。
最终经过层层筛选，评选出7
个优秀提案，大会为提案作
者颁发了“优秀提案奖”。

少代会结束后，新一届
大队委纷纷表示，作为北京第
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的一名
红色少年，一定全心全意为队
员们服务，当好新时代大队
委。学校大队辅导员老师也
认为，新一届大队委的竞选为
学校大队委带来了新鲜血液，
给少先队队伍注入了新的活
力，为北二分校的少先队建设
工作开启了新篇章。

健全监督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国网巩义市供电公司实际行动助力“扶贫日”

传承红色基因，做追梦少年

北二分校召开第一次少代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吉小平 实习生 刘方元 文图

6条公交线路改线
41路：去程从洛阳站发

车，沿原线路至中州东路启
明南路口后，改走中州东路、
安居路、荣康路、洛常路恢复
原线；回程从五三七厂发车，
与去程运营线路一致。

56路：去程从洛阳站发
车，沿原线路至中州东路启
明南路口后，改走中州东路、

安居路、洛白路恢复原线；回
程从白马寺发车，与去程运
营线路一致。

58路：去程从白马寺发
车，沿原线路至洛白路安居
路口后，改走安居路、中州东
路恢复原线；回程从关林庙
公交枢纽站发车，与去程运
营线路一致。

64路、85路：去程从启

明南路九都东路口发车，沿
原线路至启明南路中州东路
口后，改走中州东路、安居
路、荣康路、洛常路恢复原
线；回程与去程运营线路一
致。

87路：去程从东花坛发
车，走启明东路、安居路、洛白
路恢复原线；回程从金村北发
车，与去程运营线路一致。

本报讯 10 月 23 日下
午，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
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
视察，并就“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展开座谈会。代表
们一行观看了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工作宣传片、执
行指挥系统，了解一线法官
的执行办案工作状态。

在中院的执行指挥中
心，执行局局长胡博文现场
演示执行过程远程指挥平
台，前方执行干警通过操作
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不断实
时传输到指挥中心，实时掌
握执行现场动态，并通过指
挥系统向前方执行干警发出
指令。还播放了洛阳中院利
用抖音平台，制作发布的关
于执行方面普法小短片。

接着，代表们听取了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曲海滨的工作汇
报。曲海滨从执行队伍及案
件情况、主要做法、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下一步工作打算
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洛阳两级
法院工作情况。

全市法院近三年执行案
件整体执结率达到93.8%；
2018 年终本案件合格率
96.25%，执行案件整体执结
率84.79%。全市法院执行
工作逐年向好，规范执行理
念深入人心，基本解决执行
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对于下一步工作打算，
曲海滨说，坚持把“基本解决
执行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全市法院的一项中心
工作，坚持一竿子插到底，不
断提高决胜执行难的系统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
联动惩戒，合力破解难题，严
格规范办案，建立长效机制。

与会代表在听取汇报
后，对洛阳两级法院所做工
作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
肯定，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和意见。

走北环路东段请注意了！
明日起，洛阳市北环路（原G310）东段封闭施工，6条公交线路改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谢育健 王明广

本报讯 10月24日，记者从洛阳市交警支队、洛阳市公共交通集团获悉，洛阳市北环路
（原G310）东段建设工程需要，自10月26日至2019年1月31日将对原G310启明北路口至
洛常路瀍涧大道口段实行全封闭施工。为方便路段内企业、居民通行，交警支队制定详细绕
行路线。因施工原因，该路段6条公交线路改线。

封闭咋绕行
据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封闭时间为2018
年10月26日至2019年1月
31 日 ，封 闭 区 间 则 是 原
G310启明北路口至洛常路
瀍涧大道口段。为方便路
段内企业、居民通行，交警
制定出详细的绕行路线：

过境货运车辆：东西方
向过境车辆：从新G310行驶
通过，经原G310行驶的车辆
请按照交通指示标志绕行；
南北方向：从连霍高速转二
广 高 速 、宁 洛 高 速 或 新

G310→ 小 浪 底 专 线 → 原
G310→衡山路—汉宫路—
西环路；

进市区车辆：新G310方
向：经新G310→小浪底专线
→ 机 场 路 → 华 山 路 → 原
G310（向西衡山路，向东国花
路或定鼎路）进入市区；

偃师方向进入市区：新
G310→中州东路进入市区；

洛常路方向：洛常路→
瀍涧大道→荣康路→安居
路进入市区；

洛白路方向：洛白路→
安居路→启明东路（九都

路、中州东路）
沿启明路出市区：启明

南路→九都东路→安居路
（荣康路）→洛白路（洛常
路）；启明南路→中州东路
→安居路（荣康路）→洛白
路（洛常路）；启明南路→启
明 东 路 → 安 居 路（荣 康
路）→洛白路（洛常路）。

到达通河农贸市场车
辆：可从安居路→中州路→
启明路→原 G310→通河农
贸市场。

此外，沿线单位车辆可
凭通行证经施工便道通过。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
视察洛阳法院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刘海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