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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有温度 冷暖无小事
鹤壁市领导视察供热工作
□谷武民 安立军

本报讯 寒潮将至，加
上疫情形势严峻，保障供暖
稳定民心成为重中之重。
为保障今冬供热平稳运行，
近日，鹤壁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邵七一，市政府副秘
书长雷建民一行在市城市
管理局局长吴福生陪同下
前往淇滨热力有限公司视
察供热工作，并对下一步工
作作出安排要求。

邵七一一行首先了解
了该市整体供热情况，并

询问了主城区两热源和供
热管网铺设情况，随后到
热力客户服务中心视察了
今冬供热运行情况。通过
监控显示大屏展示的数据
及各热力站无人值守远传
的画面，全方位、多角度地
了解了主城区供热工作的
开展情况，并听取了近期
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问
题，同时对下一步供热工
作提出要求。

邵七一强调，当前面对

降温、疫情两大压力，作为
供热民生企业，要建立相应
应急机制，迅速有效回应群
众关切；继续与热源方沟通
协调，全力做好应对极寒天
气的准备，确保居民室内温
度达标；逐步扩大供热覆盖
面积，相关部门要出台政
策，明确小区供热入网时间
节点，将主城区未入网小区
加入集中供暖纳入明年工
作计划当中，力争实现主城
区集中供暖全覆盖。

鹤壁示范区：
开展结对帮创 推动城乡文明协调发展
□谷武民 李庆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促进
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近
日，河南省鹤壁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
区”）文明办组织志愿者到
淇滨区上峪乡开展“四送一
助力”结对帮创活动。

示范区文明办工作人
员首先来到上峪乡便民服
务大厅、志愿服务站、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等地，实地
察看室内外环境、工作制
度上墙、服务人员礼仪规
范等情况，并就如何高标
准、规范化打造新时代文
明实践功能室、服务大厅
交流经验做法，持续完善
提升基层阵地的文化功能
和服务功能。

同时，示范区志愿者到

上峪乡纸坊村开展宣讲活
动，宣讲员张丽娟重点围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进
行深入宣讲。宣讲结束后，
志愿者走访慰问了村内困
难群众和老党员，询问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并送上慰
问品，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
到关心关爱。

濮阳打掉一“帮信团伙”
□谷武民 陈尊孝 王敬涛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
华龙区公安分局成功打掉
一帮信团伙，严厉打击了
电信诈骗中支付结算环
节，有力助推了打击电信
诈骗活动的深入开展，最
大限度地捂紧了百姓的

“钱袋子”。
8月3日，常某报警称

自己在网上“做任务”被骗
近10万元。接警后，濮阳
市公安局华龙区分局建设

路派出所主动联系反诈大
队对资金链进行深度研
判。经过抽丝剥茧，警方
发现安徽宣城籍彭某有重
大嫌疑，9月17日，建设路
派出所抽调精干力量赶赴
安徽，在安徽警方的大力
配合下，将犯罪嫌疑人彭
某、王某等 7人抓获。经
讯问，彭某等人均供述了
帮上线洗钱300余万元的
犯罪事实。为将案件挖

深、挖透，民警将犯罪嫌疑
人彭某押解回濮阳的同
时，辗转上海、南京、无锡
等五个地市，分别于 9月
22 日至 9 月 25 日将犯罪
嫌疑人陈某等 8人抓获，
11月17日至19日将犯罪
嫌疑人熊某等5人抓获。

目前，彭某等20名犯
罪嫌疑人已全部被采取强
制措施，其他犯罪嫌疑人
正在强力抓捕中。

国网濮阳县供电公司：
做实“三零三省”“获得电力”再提升

本报讯 近日，国网濮
阳县供电公司营销部联合
城区中心供电所党员服务
队深入城区内多个小微企
业，了解客户近期经营情况
和用电方面的需求，并通过
现场演示向客户推广网上
办电方式及流程，保证做实
小微企业“三零”服务。

近年来，为有效提升供
电服务水平和客户电力“获
得感”，国网濮阳县供电公
司认真践行“你用电我用
心”服务理念，创新深化“互
联网+供电服务”模式，推
广智能缴费、智能办电等线
上业务，全面落实低压小微

企业“三零”和高压用户用
电报装“三省”服务措施，优
化审批流程，实现大中型企
业客户办电“最多跑一次”、
小微企业客户办电“一次都
不跑”，大大精简客户办电
流程，促进“获得电力”水平
不断提升。

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
中，该公司还落实客户经理
跟踪服务制，采取“线下+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客户
经理通过不定期走访企业
客户，面对面征求客户的意
见和建议，并利用电话、微
信、“网上国网”App等线
上途径，及时了解客户办电

诉求和生产经营情况，为客
户提供合理化用电方案。
同时，积极向客户宣传推广

“网上国网”APP全业务线
上办理、“一站式”服务，切
实让企业感受到线上办电
的便捷性。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
推进电力营商环境优化，推
动“获得电力”服务质效提
升，重点针对办电环节、时
间、成本，为企业提供更便
捷的用电服务，指导客户降
低用电成本，巩固提升“获
得电力”服务水平，为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

鹤壁示范区：
推进一刻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建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
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
设，提升社区公共就业服务
人员素质和服务能力，河南
省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着眼群众就业需求，倾情打
造一刻钟（15分钟）公共就业
服务圈，为辖区企业和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
务。截至目前，该区已在 8
个社区（睦邻中心）挂牌成立
一刻钟（15分钟）公共就业服
务圈。

强化招聘服务促就业。
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开
展多形式的招聘活动，将岗
位送到社区、送到家门口，让
广大就业适龄人员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就业服务。强化信
息互通助就业。开展走访入
户排查，对社区低保家庭、零
就业家庭及就业困难群体建
立台账，开展就业援助，有效
推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就
业培训等各项服务工作；利
用鹤壁示范区微信公众号、
鹤壁人社官方抖音号、发放

宣传彩页等多种形式，推送
辖区企业招聘信息 175条，
开展政策宣传23场次，为企
业与群众搭建了就业服务平
台。

强化技能培训提能力。
根据社区群众培训需求，开
展养老护理员、中医按摩等
实用技能培训，注重培训质
量和效果，强化培训后续服
务，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就业
能力和水平。打造信息化就
业服务平台。辖区及周边八
十多个村（社区）群众不出村
即可远程获取招聘岗位信
息，通过扫取二维码远程报
名、参加线上进行技能培训，
大幅提升了就业服务精准化
智能化程度。

今年以来，该区开展各
类技能培训班 15 期、培训
760 人次，组织线上线下招
聘活动15场，提供就业岗位
7000 余个，达成就业意向
600余人，1000余名群众通
过信息化就业服务平台实现
就业。

濮阳医专召开安全工作现场会议

本报讯 为深刻汲取安
阳“11·21”火灾事故教训，
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近日，濮阳医专校长路红
显、纪委书记王庆元实地
调研学校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

路红显一行先后前往学
校校园提质工程（学生公寓
和食堂）、第一附属医院在建
工程施工现场进行实地察
看，听取附院建设推进办关
于建设安全的工作汇报，并
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会。
路红显对附院建设安全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
施工单位要以附院建设安全
工作为标杆，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切实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
执行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的底线；把“三个
搞清楚”落到实处，即把问题
搞清楚、把对策搞清楚、把责
任搞清楚，提高早发现、早处
理、防风险、保安全的能力，
成立督导小组，开展地毯式
拉网排查，抓好工作落实；要
以安阳“11·21”火灾事故为
戒，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坚持工程进度和安全生
产“两手抓”，加强安全监管，
抓好隐患排查，确保项目建
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
打造坚实阵地 点亮“文明幸福星”

本报讯 自“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鹤壁市
淇滨区钜桥镇始终把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作为提升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
一条主线，着力打造了一个
集文明文化、思想教育、政策
宣讲、健身运动于一体的多
功能阵地，有效打通了宣传
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该镇依托文明

实践新阵地，成立了10+N志
愿服务队，建立了“群众点
单+实践所派单+志愿者接
单+群众评单”的四单对接机
制，自下而上点单，自上而下
派单，今年以来，已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120余次，共惠及
群众2000余人次。钜桥镇
通过细致入微的贴心服务，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提高群
众满意度，不断推动文明实
践工作走心走深走实。

□谷武民 陈尊孝 王凌博

□谷武民 杨建华

□谷武民 安立军

□谷武民 丁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