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
确保今冬新兵质量

!

记者 闫峰 通讯员 孟凡英 程浩

本报讯 为圆满完成今冬征兵任务!日前!安阳
市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专门下发通知! 认真部署
今冬征兵工作!确保今冬征兵质量"

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把高中应届毕业生以
上青年作为兵役登记重点!从源头上提高士兵队伍整
体素质" 他们精心筹划!周密部署!有效促进了各项工
作落实!确保今年征集新兵质量比往年有较大幅度提
高" 征集应届高中毕业# 含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校%

以上青年是今冬征兵工作的重头戏! 也是征集的& 关
键'环节!该办事处要求把高中应届毕业以上青年作为
征集重点!优先进行兵役登记!优先确定预征对象( 对
于假学历$假年龄$身体极差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予
报名)

为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该办事处还建立处罚机
制!凡是对征集工作中宣传发动不到位$工作消极不作
为$ 组织报名不认真的单位和个人! 一律进行通报批
评"

本报讯
!"

月
#

日至
!#

日!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
街道办事处!联合辖区各社区$当地公安部门集中开展
了为期

!"

天的& 平安建设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

活动期间!殷都区水冶街道综治专职副主任陈金
芳带领辖区综治专干成员! 携手居地民警深入社区每
家每户!认真倾听社情民意!对发现的不安定因素积极
化解!对收集的群众建议和不能现场解决的有关问题!

一一进行登记!并对在外打工人员进行了电话走访!确
保入户走访全覆盖"同时!办事处还组织巡逻车在辖区
进行了巡回宣传!使平安建设的各项内容家喻户晓"

据悉! 活动中该办事处共发放综治宣传资料
$"""

余份!协调化解矛盾纠纷
!$

起!排查整治治安
隐患

$

件!解答群众关心问题
%"

余个"

这是一支朝气蓬勃$ 充满活力的队
伍! 这个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

岁且全部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近日!在全国总
工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全国工商
联联合召开的全国班组建设会议上!该团
队被授予&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先进班组'

荣誉称号!她就是河南安阳供电公司调度
通信中心调度班!这也是河南省电力公司
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班组"

优良传统注重传承

安阳供电公司调度班是一个有着优良
传统的班组"多年来!在供电公司各级领导的
关怀和班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调度班在安
全生产与班组建设等工作中取得了胜利"

&""!

年调度班被评为& 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

年荣获国家级& 青年文明号十年成就
奖'$

&""(

年被安阳市总工会授予& 模范职工
之家'称号!并连续多年被省电力公司评为

& 先进集体'$& 安全生产先进班组'$& 无违章
班组'等"

学无止境注重创新

电网规模不断扩大$电力技术迅猛发展!

使得调度员们具有很强的危机感" 他们通过
专题讲座$劳动竞赛和技术交流等手段!不断
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营造出浓厚的& 学无止
境!业精于勤'班组文化"

调度班为提高班组成员技能水平!有
针对性地开展每日事故预想活动及专业
培训工作! 还积极组织全体调度员开展
)*

活动!运用
)*

方法解决在实际工作
中遇到的业务难题!这不仅培养了班组成
员的技术攻关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而且
使班组的安全质量管理水平得到了明显
提高"

未雨绸缪只争朝夕

为保证供电的有序$稳定!每年调度班
都要根据设备运行和检修情况!结合电网存
在的薄弱环节!提前制定各类事故预案"

&"!"

年是安阳电网发展的关键一年!

由于林丰铝电公司电解铝项目的投产!林州
西部供电断面将超过稳定极限!事故情况下
可能造成林州电网崩溃!但电网的建设速度

满足不了供电负荷的快速增长" 为了破解这
个难题!调度员们从现有电网构架和运行方
式上面下功夫!将林州供电断面内的所有线
路和主变参数进行汇总比较!借鉴兄弟单位
的处理经验!为林州供电断面的安全制定了
技术和理论支持"

乐于奉献情暖安阳

在奉献清洁能源的同时!调度班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一次在林州市学习过程中!调度
员了解到当地一所希望小学急缺科普书籍!

为希望小学筹集了
+""

本书籍和部分学习
用品"同时!调度班还积极参加小红帽志愿者
活动!走上大街 $深入企业和学校!义务宣讲
安全用电$科学用电!努力营造全社会和谐用
电的大环境"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 调度班的面孔换
了一批又一批!然而其光荣传统一直在延续
着"如今!安阳供电公司调度班年轻的调度员
们正迈着雄壮的步伐!在特高压电网和智能
电网建设的宏图中!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谱
写着新的华章" !石闯 许亚飞 林伟"

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先进班组$安阳供电公司调度班

化解矛盾促平安建设

!

记者 闫峰 通讯员 刘荣荣

本报讯 随着天气转凉 !又到各种
白酒销售的旺季 !受利益驱使 !假冒产
品也乘虚而入 " 日前 !安阳市工商局殷
都分局安钢路工商所根据举报 !在辖区
$&

家名烟名酒店内查获侵权& 郎 '白酒
!+

个品种 $

'%

箱 !共计
&(%

瓶 !价值
&,

万余元"

日前!安阳市工商局殷都分局安钢路
工商所接到& 郎'酒代理商举报!称其辖区
内不少烟酒经营部有假冒侵权& 郎'酒出
售"接报后!安钢路工商所马上兵分多路!

对辖区内的白酒门市进行了地毯式突击
检查!一举查获

&(%

瓶侵权& 郎'酒!货值
两万余元" 经查!这些侵权& 郎'酒外包装
粗糙且硬度不够!涉嫌假冒!执法人员当
即对这批酒进行暂扣"

执法人员称!一箱假酒!如果算上生
产环节$销售环节!其所赚的高额利润普
遍在

+

倍甚至
!"

倍以上" 假酒带来的暴
利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工商人员提醒市民! 购买酒类产品
时!尽量到大型超市和酒类专卖店!如果
市民对所购名酒有疑问!可向工商部门进
行咨询或举报"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工作!进
一步夯实平安建设的群众基础! 努力营造长
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安阳县铜冶镇政府
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 筹措资金

+"

万元!帮
助各村安装夜视摄像监控系统! 力争构建一

个反应迅速$防范严密$控制有效的群防群治
网络! 大大提升了社会治安的防控和预警能
力"

为快速推进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工作!早
日实现全镇覆盖!铜冶镇专门成立了综治$公
安$财政$城建$工商$宣传$电信等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制定具体方案!

并进行实地勘查计划 ! 合理设定监控点近
'""

余个 " 加上企业 $中小学校原有设备 !

全镇监控点将达到
++"

多个 " 截至目前 !

全镇已经完成南鲁仙 $李村 $西鲁仙等
!"

个村夜视摄像监控系统的招标及安装工
作 ! 剩余村庄预计

!"

月底全部建成并投
入使用 "

据悉!铜冶镇政府$派出所两个大型监控
平台也正在建设当中! 通过软件技术及网络
支持将

++"

余个监控点全部并入镇监控中
心!实现镇村两级同步在线联网监控" 该镇还
完善了各村路灯安装工作! 要求没安路灯的
村

!!

月
!"

日前全部安装到位! 让犯罪分子
夜间无处遁形"

本报讯 日前 ! 安阳市龙安区供销
社召开了第四季度动员会 ! 全力实施

&

&$(!&+

'工程!力争全区供销社领办的
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

&+

个以上"

据了解 ! 龙安区供销社全力实施
&

&$(!&+

'工程!努力为
&$'

名离退休干
部$职工搞好服务!解除后顾之忧 !还要
积极为

$'+

名下岗职工创造就业工作

岗位!增加职工收入" 另外!为
(

名企业
军转干部提供好工作 $生活等方面的服
务" 经济建设方面确保经过

$

年左右时
间力争村村建设一个综合便民服务超
市!全区供销社领办的专业合作社数量
达到

&+

个以上 ! 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
支重要的生力军 !建设

+

个超千万元产
值的公司 !为供销社企业发展走出一条
创新的路子"

同时 ! 对
&"!"

年供销社系统各单

位正在洽谈的引资项目 ! 进行跟踪问
效 ! 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
和问题 !提高项目的履约率 !抽出专人
脱产搞招商 " 对年初下达的各项目标 !

实行台账式管理 ! 机关各科室实行包
企业责任制 !责任到人 !措施到位 " 对
系统个别单位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较差
的 !要认真帮其分析原因 !采取有效措
施 !促其迎头赶上 !确保全年目标顺利
完成 "

天气转凉白酒又旺销
!"#$%&'()

视频监控全覆盖平安建设系民心

& &$(!&+'工程
了却离退休干部后顾之忧

!

记者 朱淑博 通讯员 冯艳龙

!

记者 朱淑博 通讯员 李志明

!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鹏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安阳市殷都区政府办
公室

&"

名机关干部重新当起了学生!重回课堂!聆听
办公室领导的专题讲课"这是该办公室开设& 周末大讲
堂'的第一讲"

据了解!为了完成全区提出的& 打赢攻坚战!确保
超目标'的目标任务!提高办公室成员的自身素质$工
作能力和水平!使各项工作向前有力推进!殷都区政府
办公室在加强工作作风建设的同时! 妥善处理工学矛
盾!注重用科学理论武装办公室成员头脑!创新实施了

& 周末大讲堂'!集中学习!通过外聘专家讲课$市领导
讲解$办公室领导讲读等形式!每周利用周六$周日集
中学习一次!并对学习效果进行监督"

为确保学习效果!活动要求办公室成员每周学习
都要有笔记和心得体会!并定期让每个成员轮流上台
谈心得$说体会!切切实实使学习成为党员干部工作$

生活的一部分"

周末大讲堂提升干部素质

!

记者 侯敏慧 通讯员 梁海国

春花秋实知多少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本地*综合 责编 何冠英 美编 张 军 校对 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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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试入学 % 电子注册 %网
上可查 & 可插班 % 可提前毕
业 %保通过 %学籍档案终身保
留 & !就业求职应聘 '单位内
部考评 '晋级提级 '涨工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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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乒乓球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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