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纵 横

主编：邵明亮
责编：孙 华
组版：周 虎
电话：3120553

邮箱：zzrbxw@163.com

四
农历丁酉年二月十二

2017 3 9

3月5日，国网枣庄供电公司薛城客服分中心彩虹共产党
员服务队开展“学雷锋、献爱心”无偿献血活动。

（宋明刚 摄）

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丰富活跃女职工的文化生
活，增强女职工队伍的凝聚力，
体现女职工对留守儿童的关爱，
3月7日，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山
亭客户服务分中心组织举办了
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庆三八趣
味运动会，来自该中心所设立的
新纪元学校“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站”留守儿童与结对帮扶的“爱
心妈妈”一起参加运动活动。

该中心组织举办的此次运
动活动汇集珠行万里、投保龄
球、转呼啦圈、小珠落纸篓、心心
相印、套圈游戏、跳绳等运动趣
味项目，比赛项目已趣味性、合
作性和运动性为主。活动中，各

班组女工充分发挥团队力量，精
诚合作、你争我夺，勇于争先，充
分体现了女职工们健康向上的
巾帼风采和敢拼敢赢奋进精
神。尤其在跳绳、套圈、小珠落
纸篓、心心相印趣味项目中，“爱
心妈妈”和留守儿童积极参与，
主动配合，热情高涨，观众加油
喝彩，现场气氛活跃、场面热闹
非凡。

丰富精彩的运动活动，不仅
增强了该中心女工团结协作能
力，展示了女职工良好的精神面
貌，而且增进了“爱心妈妈”与留
守儿童之间的感情交流，锻炼了
身体。

（王瀚正）

“感谢你们来看我，让俺这
心里暖和和的......”3 月 3 日下
午，台儿庄区马兰屯镇吴庄村五
保老人刘开良拉着国网枣庄供
电公司台儿庄客户服务分中心
党员服务队队员们的手一再表
示感谢。这是该中心开展“暖阳
行动”情暖辖区生活困难五保老
人的一个剪影。

当日，该中心6名党员服务
队队员来到五保老人刘开良的
家中，为老人送来慰问品，帮助
老人清理卫生，检修用电设施。
76 岁的刘大爷一人独居，既是
五保户又是孤寡老人，加上年
事已高，收入微薄，个人生活
十分困难。两年来，该中心党
员服务队一直把刘大爷列为帮
扶对象，不时过来慰问，开展
帮扶活动。本次活动中，服务
队员们给刘大爷送来了大米、
食用油和牛奶等生活必需品，
还给刘大爷打扫起庭院以及屋
子的卫生，经过一个钟头的辛
苦劳动，屋里屋外焕然一新。
队员们还为老人认真检查了线
路和用电设施，对老化的线路和
刀闸等设施进行了更换，并耐心

地给老人讲解了安全用电常识，
手把手教老人使用家用电器。

多年来，该中心党员服务队
结合开展学雷锋活动，积极融入

“善小”精神，制定了“暖阳行动”
实施方案，由7个党员服务队对
辖区内65岁以上的五保老人进
行全面了解和统计，为孤寡五保
老人建立爱心服务档案，组织队
员定期进行电力优质服务和帮
扶。为老人发放服务联系卡，建
立常态联系制度，确保第一时间
为老人解决用电问题，并保证每
季度至少要上门走访服务一
次。同时，他们还结合实际情
况开展爱心帮扶，为困难留守
家庭免费更换老旧线路、安装
漏电保护器等，力所能及地帮
助其解决生活困难，在送去安
全的同时送去温暖。去年来，
该中心通过“暖阳行动”，共为
全区26位老人建立了爱心服务
档案，帮助排查处理安全隐患
127处，免费安装漏电保护器22
个，发放各类用电宣传材料220
余份，让这些老人用电更安心、
更舒心。

(贾广立)

3月3日，枣庄供电公司组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和“彩虹天使”志愿者到东郊敬老院
开展“责任·奉献”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帮助老人们打扫宿舍卫生、收拾屋子、晾晒棉被，并给他们
过了一个集体的生日，使老人们倍感温暖。 （娄倩 摄）

“请把电线拿过来。”“漏
电保护器装好了吗?”3 月 2
日一大早，高新区兴仁街道
西曲柏村的陶正花老人家里
就来了几位年轻的客人。这
几位来自供电公司的员工，
一进屋就开始忙碌起来，不
但将老人家里陈旧的花线电
路全都更换一新，还免费为
她安装了漏电保护器和新式
的开关、插座。

在“学习雷锋日”到来
之际，国网枣庄供电公司配
电运检室彩虹共产党员服务
队 8 名队员来到结对帮扶的
西曲柏村贫困户陶正花、田
厚伍家里，开展扶贫帮困志愿
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雷
锋精神。今年 75 岁的陶正花
老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已成
家，从事民间建筑队小工，对
老人的生活不管不问；次子患
有精神疾病，需长期药物治
疗。其家仅靠低保维持生活，

非常困难。服务队员在走访
时，发现老人家中玻璃多处损

坏，且家中的电路非常陈旧，
不但经常发生短路，如不及时

更换还有可能引起火灾，有极
大的安全隐患。当日，服务队

员主动上门服务，经过2个多
小时的努力，为其安装了 10
余块玻璃，还对室内的线路进
行了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
及整改，同时向老人宣传了一
些安全用电知识。陶正花老人
连声道谢！在田厚伍老人家
中，服务队员看到其家中线路
老化严重，便对室内的线路进
行了重新铺设，并更换了插
座、开关、节能灯等设备。

近年来，该室彩虹共产
党员服务队以“五主动”服
务为载体，大力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多次走访结对
扶贫村的困难户家中，为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困难群
众送上贴心服务和关怀。服
务队还建立结对帮扶档案，
以便实行定责、定期、定点
上门服务，使电力服务更加
贴近乡村群众，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树立了良好的国家
电网品牌形象。 （孟祥恒）

枣庄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学雷锋志愿帮扶贫困户

2 月 28 日，绿色交通推
进专业委员会暨城市绿色交
通 行 业 发 展 论 坛 在 上 海 召
开。丰源轮胎公司作为汽配
研发、制造商代表参加了会
议，公司董事长王中江当选
2017 年首届理事会副主任。

在全球新能源汽车进入
快速扩张的时代，各国均在
多种方式激励选购新能源汽

车，2016 年，上海、南京、
无锡、济南、深圳5城市率先
启用新能源汽车号牌。说明
国内已明确加快推进绿色交
通建设步伐。

2017 年 2 月，国内首创
的上海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
绿色交通推进专业委员会挂
牌成立，绘就了服务行业智
能互联携手发展的蓝图和举

措，开启了城市绿色交通推
进的新纪元。绿色交通推进
委员会以“拒绝雾霾，绿色无
限，智慧畅行”为理念，旨在
专注于城市绿色交通推进行业
服务。

成立会议特邀嘉宾及相
关 产 业 链 企 业 家 近 200 人 ，
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在会上
作了“新能源绿色轮胎主导

未来轮胎发展”精彩讲话。
讲话从轮胎在节能环保中的
重要性方面展开，向参会嘉
宾介绍丰源轮胎公司致力于
推进城市绿色交通，推出了
具 有 自 主 创 新 技 术 的 防 刺
扎 、 防 漏 气 、 防 爆 破 “ 三
防”全方位安全轮胎，打造
自已的品牌概念和灵魂，为

“轮胎家族”添入新成员，代

表 着 轮 胎 产 业 的 一 个 新 高
度。国内首创的低温一次法
混炼新技术和碳纳米管轮胎
应用均通过国家级鉴定，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奠定了行
业技术领先地位，同时，对
未来 3 年轮胎行业发展和丰
源轮胎的发展理念方面作了
论述。

上海东方卫视、新闻综
合、移动电视、经济日报、
新民晚报汽车生活、中国汽
车报及搜狐、新浪等近 20 家
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了会议盛
况。

(苗兆坤)

丰源轮胎公司参加上海城市绿色交通行业发展论坛

3 月 5 日，枣庄供电公司
峄城客户服务分中心彩虹共
产党员服务队一行到峄城区
坛山街道丁桥居王全有老人
家中送去面、油等生活用品，
帮助老人检查家中的线路，用
爱心和关怀让老人感受到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

当前，在“学习雷锋日”到
来之际，枣庄供电公司峄城客
户服务分中心根据2017年学
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要求，
开展了“责任央企·志愿先行”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组织
人员深入到孤寡老人家中献
爱心，用真诚的服务解决老人
们的生活困难，照亮和温暖老
人的心。

王全有老人今年 86 岁，
独自一人生活，年老多病，一

直靠政府救济，生活非常困
难。在一次客户走访中，枣庄
供电公司峄城客户服务分中
心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将他
列入特殊服务对象，定期上门
服务，了解老人生活需求，帮
助老人渡过生活难关。

3 月 5 日，枣庄供电公司
峄城客户服务分中心工作人
员又购买了面粉、大豆油等生
活用品送到老人家中，与老人
聊家常，询问生活所需。看到
他们的到来，王全有老人脸上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紧紧
拉住民政部门和电力工作人
员的手说：“这几年多亏了你
们的关心，要不然我这把老骨
头早就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当日参加活动的峄城区
民政局工作人员周群女士告

诉老人：“王大爷，咱们供电公
司的同志们说了，您就是他们
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们
会一直关心您的。”

“看到老人就想起了自己
的爷爷，每一次到来看到老人
脸上露出笑容时，我总感觉自
己是做了一件多么幸福的
事。”营业班班长刘苹说：“社
会上还有这么多的困难群体，
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可
能是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帮助，
就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因此我们个人的力量虽然是
弱小的，但是只要我们尽自己
所能，就能给需要帮助的人送
去希望，也会带动更多的人参
与到关爱活动中来，形成更大
的团队效应。”

在日常工作中，枣庄供电
公司峄城客户服务分中心认
真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开展特
色服务，建立了特殊客户服务
档案，为辖区内的孤寡老人、
残疾人、生活困难人员、敬老
院等社会特殊群体开展定期
上门服务。通过及时了解他
们的特殊需求，帮助检查照明
线路，消除用电安全隐患，解
决用电和生活困难，全力提供
用电特殊帮助和特殊关爱，为
社会特殊群体献上一份爱心，
让他们真诚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与温暖。 （刘西华）

枣庄供电公司峄城客服分中心

学雷锋关爱孤寡老人献爱心

“你们就是新时期的雷锋，
你们的爱心帮扶让这个孩子享
受到了正常儿童的权益，我代表
全体村民向你们表示感谢！”3
月6日上午，高新区井字峪村主
任宋宝堂带领该村村民殷雪母
女来到枣庄光明电力公司，将一
面绣有“尽职尽责 为民解忧”
的锦旗送到经理朱嘉许的手中，
对该公司干部员工扶弱济困、奉
献社会的慈行善举表示感谢。

去年国庆节期间，“光明电
力爱心服务队”了解到高新区井
字峪村民殷宪民一家因病致贫，
唯一的女儿殷雪没有户口，导致
无法享受低保和正常入学时，光
明电力公司全体干部员工组织
为殷雪捐款，用来做亲子鉴定，
尽快解决其户口问题。国庆过
后，该公司党政负责人带领“光
明电力爱心服务队”人员，将爱
心捐款和慰问品送到殷宪民家
中。同时，积极与村委负责人和

当地派出所联系、沟通，顺利为
殷雪办理了户籍手续。在寒冬
到来前、殷宪民因病去世、春节、
雷锋日活动期间，光明电力爱心
服务队员们主动到殷雪家，送去
棉衣、棉帽，义务整修线路，更换
刀闸开关，送上节日慰问金和慰
问品，用实际行动关心关爱这个
特困家庭。光明电力爱心服务
队员们一次次的爱心行动，感动
了井字峪村民和村委，在全体村
民的推荐下，宋宝堂作为村民代
表将锦旗送到该公司表示谢意，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群众的
表扬既是荣誉，也是鞭策。在
今后的工作中，将充分利用

“红石榴计划”、“爱心妈妈”等
活动载体，持续关爱留守、贫
困儿童，坚持用心服务，传递
社会正能量，树立“光明电力”
良好的品牌形象。

（吴超 陈永生）

枣庄光明电力公司

爱心助力困难家庭

“我们知道，电能的应用
在企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
置，就像血液在人体中的作
用。企业要想创造好的效益，
首先就要保证电气设备的安
全稳定运行……”

近日，在滕州市三合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新一厂制造车
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安全用电
大讲堂正在进行中。来自枣
庄供电公司滕州客服中心南
沙河供电所十余名农电员工
利用周未安全活动时间，走进
民营企业进行安全用电宣传，
并通过大讲堂的形式与该企
业员工进行互动交流，共同学
习和探讨企业安全用电和设
备检修检查中的经验和做法。

什么是力率？高压设备
的熔丝如何配置？如何进行
电容补偿……随着一个个问
题的提出，农电员工分别作了
细致的回答，同时结合该厂实

际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经验交
流，比如企业有电动机，那么
设备熔丝的配置就要根据全
压启动和降压启动分别对待。

将安全用电大讲堂设在
民营企业的车间厂房，有问
题，现场找，有困难，及时解
决。供电员工办实事，求实
效，把工作做到我们的心坎
上，让我们对企业安全用电有
了新的认识，对技术要求也有
了更高的提升。该企业用电
专职人张道理深有感触地说。

这次活动是该中心开展
“鲁班在行动”班组结对共建
的一次深化。加强交流互动，
共筑安全堡垒，将安全管理经
验带进民营企业，协助出谋划
策，建章立制，维护好安全管
理良好局面，进一步确保民营
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有效提
升。

（李广欧）

枣庄供电公司山亭客服分中心

开展趣味活动庆“三八节”

枣庄供电公司台儿庄客服分中心

“暖阳行动”温暖五保老人
枣庄供电公司滕州客服分中心

安全用电大讲堂走进民营企业

近日，滕州卷烟厂举办系
列活动迎接“三八”妇女节的
到来，为广大女职工送去温馨
的节日祝福。

3 月 5 日，举办庆“三八”
文艺演出，由企业职工利用业
余时间精心组织编排的歌曲、
小品、诗朗诵、三句半、瑜伽、
架子鼓、跆拳道等节目异彩纷
呈，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热烈
的掌声，充分展现出广大滕烟
员工的“精气神”。

3 月 7 日，举办庆“三八”

文体健身活动，组织全厂女职
工开展拔河、跳绳、踢毽子等
传统文体活动，展现广大女职
工健康向上的靓丽风采，营造
出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和谐
氛围。

3 月 8 日，举办健康知识
讲座，进一步增强女职工的健
康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有力地推进了企业“幸福家文
化”建设，增强了企业向心力
和凝聚力。
（李雪燕 蔡宁 徐文博）

滕州卷烟厂举办系列活动庆“三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