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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洛阳供电公司：

优质供电服务“提速”高标准农田建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张静 黄卫铭 翟海锋

“过去望天收，这次电
网改造实现了旱能浇、涝能
排，打牢粮食安全底线，夯
实粮食增收基础。”6月22
日，在洛阳伊滨区寇店镇一
农田旁，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指挥部协调组长李中应
对电力服务赞不绝口。

今年，全市在各县区规
划建设高标准农田 22 万
亩。其中，寇店镇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2个
乡镇10个行政村，电力配
套工程建成后，可新增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7000亩，改
善灌溉面积3000亩。总容
量为1050千伏安的 17台

变压器安装完成后，扩大万
亩高标准农田灌溉面积，加
大空气湿度，对项目区的小
气候起到调节作用，进而持
续改善周边的生态。

一直以来，洛阳供电公
司高度重视三农服务及农
排灌溉工作，针对每台机井
建档立户，“台区经理”专属
对接服务。为了更加高效
服务客户，今年洛阳供电公
司按照行政区划设置6个
区级供电公司，通过配套工
程管理属地化、配套物资属
地实体化储备，针对重点项
目建立“火速办电通道”等
一系列措施。

本着“战疫情、抢工期、
保质量”要求，市区两级供
电企业快速调动施工队伍，
入驻全市32个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采取人停机不
停的组织方式，“跑出”了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加速度”。

近年来，洛阳供电公司
通过延伸电网投资界面，为
客户配套建设电网侧供电
设施，大幅降低客户接电成
本，通过“网上国网App”、
营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公
开服务事项和办电流程，打
造了客户办电“更快捷，更
省钱，更加公开透明”的“阳
光办电”新模式。

民警时刻来“站岗”
郑东新区385个小区挂起“灯箱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冲 通讯员 张斌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公安部
“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进一步
密切警民关系，郑东新区公安机
关将民意110与社区工作相结
合，在郑东分局、龙子湖分局辖
区内385个小区门口悬挂起由
社区民警量身定做、印有个人写
真的电子灯箱。这些灯箱白天
是为民服务的引导牌，夜间点亮
后，又成群众回家的指路灯，守
卫小区。

灯箱上除了民警的半身照
片，还印有报警电话、户政电话、

工作宣传口号、民警微信二维码
等内容。这些灯箱主要悬挂于
警务室、工作站和各个小区门口
的醒目位置，同时，郑东新区公
安机关还在辖区各个楼栋的单
元门口张贴宣传海报，海报上的
内容跟灯箱上的相同。

截至目前，郑东公安分局、
龙子湖公安分局共制作悬挂灯
箱385个，海报6608张，群众通
过上面的联系方式咨询、办理业
务的数量明显增加，对民警的熟
知率明显增强。

《电梯装好一个多月 却中看不中用》新闻追踪

郑州市加梯办：

酝酿出台水电气暖改造细化政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本报讯 6月22日，大
河报刊发的《电梯装好一
个多月 却中看不中用》报
道引发媒体广泛转载。当
日，住建部相关负责人看
到本报报道后第一时间向
河南省住建厅了解该小区
情况，指示“梳理目前老楼
加 梯 还 有 哪 些 政 策 障
碍”。郑州市加梯办在前

期对该小区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迅速向省住建厅汇报
情况。对此，郑州市加梯
办杨继刚主任表示，水电
气暖改造是一个需要多部
门联动的工程，下一步将
酝酿出台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水电气暖改造细化政
策。

“老楼加梯是个新兴

事物，我们也是在不断探
索推进。随着越来越多的
小区加装电梯，暴露出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报
道中提到的这种小区单位
不作为的情况。”杨继刚表
示，目前郑州的加梯政策
还会继续修改和细化，将
酝酿出台配套的水电气暖
改造政策。政策层面初步
考虑，如果管线管理单位
属于各管线公司，各管线
单位应明确所管辖区域加
装电梯管线改造负责人，
负责审批，配合施工，支持
加装电梯工作；如果管线
管理权属于物业或单位
等，加装电梯必须无条件
配合，相关单位应予以支
持。“我们将从政策上进一
步去制约这种不作为，把
老百姓的好事办好。”杨继
刚说。

杨继刚表示，郑州市
委市政府对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十分重视，每季度定
期听取加梯情况汇报。郑
州市加梯办将借助郑州市
委市政府督查室督查的形
式，让不作为的管线单位
受到约束。

派奖第24期大乐透开出2注3600万
6月22日，体彩大乐透迎来9.9

亿元大派奖第24期开奖，第20053
期前区开出号码“02、15、18、21、
27”，后区开出号码“03、06”。

当期全国共中出2注3600万元
追加投注一等奖，分别被广东清远和
海南海口的幸运购彩者中得。截至
目前，大乐透9.9亿派奖活动已开展
24期，一等奖惠及全国31个省。

据统计，当期“幸运奖”共派送
1558万元。

二等奖开出72注，每注奖金为
22.61万余元；其中32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18.09万余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40.71万
元。在32注追加投注二等奖中，有
12注收获幸运奖派奖。

三等奖中出136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其中 20注收获幸运奖。

四等奖中出634注，单注奖金为3000
元，其中139注收获幸运奖。五等奖
中出13067注，单注奖金为300元，
其中2354注收获幸运奖。六等奖中
出21306注，单注奖金为200元，其
中4320注收获幸运奖。七等奖中出
29947注，单注奖金为100元，其中
5613 注收获幸运奖。八等奖中出
612616注，单注奖金为15元，其中
118457注收获幸运奖。九等奖开出
6664817注，单注奖金为5元，其中
1275561注收获幸运奖。

此外，“加油中国”“光芒焕新”3
元幸运奖共送出1414129注。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6.6
亿元滚存至6月24日（周三）开奖的
第20054期。届时，一等奖将派送
6400万元，幸运奖派奖余额为1160
万元。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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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367604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127002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