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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分析，线下治理
新乡县供电公司线损治理显成效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波 通讯员 王俊潇 崔静之

“35 千伏南辛庄变电
站电量异常，用电采集侧B
相电压为零，请立即前往现
场检查处理。”近日，新乡县
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工作人员监测到数据异
常后，立即向营销和运维部
门进行反馈。经现场检查，
发现开关二次侧保险熔断，
更换保险丝后电压恢复正
常。

据了解，该公司通过
“一体化电量与线损管理系
统”与现场信息核对相结
合，对数据建立“日监控、日
处理、日反馈”工作机制，各

部门紧密配合，针对数据异
常情况开展原因分析和对
策研究，做到当日故障、当
日消缺、当日恢复。

今年以来，该公司通过
系统远程监测分析，共发现
问题5项，追补电量55万
千瓦时。截止到7月底，综
合线损率年度累计2.53%，
同比下降 2.19 个百分点。
在台区线损管理方面，该公
司通过“双发布、双监控”的
管理模式，深入推进台区线
损治理工作，即每天早、晚
两次发布数据采集报告，对
未采集到的表计信息进行

发布，并下派工单组织人员
到现场核查，做到复采整改
不过夜；双监控，即对台区
总表采取双加封、双人管
理，杜绝以电谋私现象，确
保监管零缝隙覆盖。

下一步，该公司以创建
同期线损管理“百强县”为
契机，坚持“指标专业管控、
问题源头治理”工作原则，
积极推进远程监测、计量采
集、用电检查、配网管理等
跨部门、跨专业协同，健全
管理模式，高质量推动线损
管理工作，促使提质增效再
攀新高。

新乡红旗区公共就业零工市场正式揭牌运营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亚林 通讯员 卫利萍 王杉闪

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
业，更好地促进大龄和困
难人员等零工人员实现就
业，新乡市红旗区公共就
业零工市场在洪门镇宝龙
社区正式挂牌运营。9月8
日下午，红旗区人社局副
局长赵瑞玲、洪门镇人社
所所长秦晓敏和宝龙社区
主任贺海虹为其揭牌。

据了解，“公共就业零

工市场”为辖区内灵活就
业人员和用工主体提供有
针对性的免费公共就业服
务，主要包括：职业介绍、
职业指导、政策咨询、技能
培训等。设有灵活就业人
员求职登记、职业介绍、企
业招聘信息登记等服务窗
口，参与的企业通过此平
台渠道来招工，求职者能
够通过此渠道来零工市场

寻找工作，同时还开辟人
力资源和社区保障服务专
区，为辖区居民提供服务。

洪门镇人社所所长秦
晓敏表示，今后，“公共就
业零工市场”会致力于免
费提供零工供需对接，多
点联动推送招聘岗位和零
工需求信息，促进供需高
效匹配对接，有效拓展就
业渠道。

长垣4人因赌博被拘留了！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波 通讯员 张爱

近日，长垣市公安局蒲
东派出所接群众举报，于9
月1日在当地某小区查获
正在赌博的李某等4人，并
将4人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长垣警方提醒：赌博
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
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
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
拘留，并处5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罚款。

赌博被抓后会有什么
代价？据长垣市公安局民
警介绍：1.除了治安处罚和
刑事处罚外，公职人员参
赌被处罚后还面临着党政
纪处分，甚至开除公职；2.
违法犯罪记录伴随终生，
个人考公务员、参军、入
党、出国、留学都受限制，

律师等相关行业禁入；3.不
光是自己，子女参军、入
党、出国、留学同样受限
制，参军入党招飞政审难
通过；4.形成前科劣迹记录
在案，以后有违法犯罪行
为从重处罚。民警郑重提
醒，赌博违法，既伤钱财又
伤和气，特别在疫情期间
聚众赌博更不允许，为了
你和他人的家庭幸福、身
体健康，请远离赌博！

反诈“尖兵”
一年近200天奔波在外办案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波 通讯员 鲍可

对于一名反诈刑警而言，
退赃大会上受害人拿到被骗
钱款后的笑脸，厚厚的被装订
得整整齐齐的案卷，深夜结束
勤务后看着城市里闪烁的万
家灯火，都是只有警察才能懂
得的“小确幸”……

吴俊涛是新乡市公安局
高新分局电诈大队副大队长，
一年365天，将近200天都在
反诈出差的路上。每当研判
后发现嫌疑人的踪迹，便会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差。2021
年，高新辖区一单亲母亲在网
络上被一男子以婚恋名义诈
骗80余万后，就连孩子的学
费都无力承担。吴俊涛和同
事通过大半年的日夜奔波，辗
转重庆、青海多地抓获5名嫌

疑人，追回赃款50余万。奔
波于各地，是他的日常工作常
态……

长时间出差，吴俊涛愧对
最多的就是家人，但他的妻子
忙前忙后却无怨言，她告诉吴
俊涛，“家里的事有我，只希望
你平安出去，平安回来。”

在吴俊涛看来，家人的每
一次理解与支持，都是从警路
上最难忘的美好记忆。

“无论到哪儿，我都习惯
性地问一句，‘国家反诈中心
APP’装了吗？”因为多让一个
人装上，就少一个隐患。吴俊
涛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尽
其所能打击犯罪，为受害者挽
回损失，无愧于胸前的党徽和
头顶的警徽。

新乡县一基层派出所
打造永不“打烊”的为民服务站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波 通讯员 单积盛

“俺把款错转到别人的账
户了，派出所民警能不能帮帮
忙呀？”8月22日，新乡县公安
局大召营派出所接到辖区某
企业负责人王先生的求助。
原来，在办理业务时，王先生
误将2万元钱汇入了一个陌
生账号，等和客户联系时才意
识到自己转错账了。王先生
焦急万分，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寻求警方帮助。

“转错账虽然不属于公
安机关的受理范围，但群众
遇到困难找派出所，这是对
咱派出所的信任和对咱工作
的肯定，我们一定会全力以
赴帮助你的。”大召营镇副镇
长、派出所所长张晨阳如是
说。经警方努力，确定陌生
账户收款人为安徽某县的一
名群众。在安徽警方的大力
帮助下，这名群众将王先生

转错的2万元及时退还。
这是新乡县公安局大召

营派出所民警爱民护民暖心
举动的一个缩影。大召营派
出所辖区面积30平方公里，
有 13个行政村，户籍人口 2
万 余 人 ，有 工 业 企 业 142
个。大召营派出所现有民警
6人，辅警 5人。近年来，大
召营派出所大力发扬新时代

“枫桥精神”，坚持走群众路
线，坚持依靠群众，坚持服务
群众，争做永不“打烊”的为
民服务站。

据悉，今年以来，大召
营派出所为群众办实事 53
件，先后收到群众送的锦旗
17 面。“金杯银杯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群众的信任和赞
扬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
褒奖，不管工作再苦再累我
们也心甘情愿。”张晨阳说。

中行新乡分行为企业纾困解难出实招
□杜太升

今年以来，中行新乡分
行持续加大落实向实体经
济减费让利政策力度，想方
设法为实体经济降低经营
成本，为企业纾困解难出实
招、见真效。

上半年，该行发放贷款
平 均 年 化 利 率 3.38% ，较
2021 年末降低 50 个基点。

主要投向是普惠型小微企
业、加工制造业，贷款年化
利率分别是 4.03%、2.69%，
都低于全行整体贷款利率
水平。

该行狠抓政策落实效，
不忘利民初心，持续推进减
费让利工作，通过组织实
施、加强培训、检查督导、多

种宣传等措施，确保减费让
利工作落到实处、效果见到
成效。今年上半年，累计承
担或减免的信贷相关费用合
计 1644.29 万元。同时，对
部分存量授信客户贷款利率
进行下调，减轻企业融资成
本，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为了让更多的企业客户

了解减费让利政策，该行通
过多渠道进行宣传。该行
在开展减费让利的同时，还
不断优化续贷金融服务。
通过开展“行长进万企”活
动，及时了解企业经营情
况，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针对存量续
贷客户，争取做到 100%满

足客户需求。不仅如此，还
为企业申请优惠贷款利率，
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为
降低贷款门槛，该行大力推
广“企 E 贷·信用贷、银税
贷”、“税易贷”等纯信用线
上信贷产品，使一些不具备
抵押条件的企业，足不出户
拿到较低利率的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