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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进 张思凯

8月10日，受台风倒槽和西风槽的共
同影响，沂水县普降大雨。面对台风的到
来，国网沂水县供电公司全力防御台风
“利奇马”，确保全县电力安全可靠供
应。

加强与政府部门对接，及时启动台风
二级（橙色）预警，成立台风专项应急领
导小组，下设应急办公室（运检部），涵
盖运检、营销、调控、物资、后勤、宣传
等相关专业，组织人员对台风“利奇马”
进行分析研判。启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进入24小时应急值守状态。向县发改局、
应急局沟通汇报本次台风灾害对电力的影
响及公司采取的预警措施，实现灾情、险
情等信息实时共享。

加强供电设备和线路巡视消缺。组织
对25座变电站开展设备特巡，检查调试排
水防汛设备28台，消除防汛隐患30处；对
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隐患进行排查处
理，清理加固高沙线、诸沙线、沂跋线等
13条输电线路防护区内棚膜、防尘网、锡
箔纸、彩钢瓦等246处；检查高沙线、高
天善线、黄崔线等23条线路河道及易冲刷
地段；对丰南四线、丰许威线2处城区吊

车施工点进行了台风期间停工宣传。组织
供电所清理树障5000余棵，加固低洼配电
室50座，利用带电作业等方式，消除线夹
发热，杆塔拉线基础冲刷，配电室倒灌、
漏雨等隐患110处。

开展应急设备的清点检查。对各类应
急照明灯具、发电机、水泵车等设备进行
了检查维护；完成防汛重点部位的24小时
值守，派出4名队员到低洼易积水变电站
进行专值，检查启动排水设备，确保人
员、设备处于准工作状态；建立抢修与应
急的联运机制，通过各微信工作群、
OMS短信等途径及时收集抢修施工信

息，及时与之联系，了解应急需求，实现
抢修与应急保障联动，全力保障抢修现场
应急照明服务。

做好客户供电服务工作。对辖区内52
个大型小区、1067个行政村通过广播、大
喇叭等方式通知客户做好应对台风准备工
作，通过台区经理微信群转发公司预警信
息上万条次；走访全县大客户、重要客户
23家，对县委县府、跋山水库、中心医院
等5家重要客户安排专人现场值守。台风
期间，公司还加强19个供电所营业厅值
班力量，保障全县50万电力客户用电需
求。

□记者 左丰岐
通讯员 赵松刚 报道
本报滕州讯 8月14日，山东省煤田

地质局举办“追先模足迹、寻地质初心”
座谈会，邀请43年前的三八女子钻机队部
分队员，重温青春奉献岁月，弘扬地质报
国初心。借此机会，记者得以走近这支山
东曾经唯一的女子钻机队。

“三八女子钻机队的精神和事迹激励
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煤田地质人，形成
我们地质行业特色优良传统，发挥了重要
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成为地质‘三光荣精
神’的前导。”省煤田地质局直属机关党
委委员苗树山说。

据介绍，1976年3月8日，山东煤田地

质公司第一勘探队三八女子钻机队正式成
立，也是当时山东省唯一的一支女子钻机
队。这支由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姑娘组成
的地质“娘子军”，扎进微山湖畔偏远的
荒野里，操作钢铁钻机，野外风餐露宿，
战风雪、进大湖、爬钻探、搅泥浆，为祖
国寻找埋藏在地底的宝藏。

“一定要把漏水堵住，一定不能出事
故。”曾经的班长赵春英回忆说。当时，
工地钻孔出现漏水事故，赵春英和工友们
迅速向钻孔内注泥浆救援，但备用泥浆很
快用完，漏水险况还未见好转，泥浆制备
速度又太慢。赵春英急忙纵身一跃，跳进
了泥浆池，手脚并用搅动着泥浆，直到成
功处置漏水险况。当年11月底，赵春英成

为队里第一批光荣入党的人。她说，这是
她一生最光荣的事情。

后来成为三八女子钻机队队长的冯朝
兰，也是一名困难面前、危机关头总是第
一个冲上去的“冲锋手”。在钻机队安装
钻塔是必修课，但是爬到近20米高的高空
顶端工作，对一群20岁左右的姑娘来说是
一项重大的心理考验。慢慢地，这项工作
便成了冯朝兰的专项工作，工友们都夸冯
朝兰的“胆子大得很”。此外，她在半夜
时分，单人骑车往返60里地取工具的经
历，也让队员们至今不忘。她们不知道的
是，冯朝兰也怕，“总要有人冲在前面”。

从1976年3月至1980年1月，前后共有3
批59名姑娘加入钻机队。她们用柔弱的身

躯扛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克服常人难以想
象的困难，实践着“以献身地质事业为
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
的铮铮誓言，四年间年年高质量、超额完
成任务，荣获全国“特别能战斗的钻机
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行业尖兵。

“三八女子钻机队队员们的光荣故
事，让我们思想上再受教育、精神上再获
鼓舞、行动上再加动力，始终牢记地质初
心，始终坚守家国情怀。在新时代我们要
更好地弘扬三八女子钻机队勤奋好学、吃
苦耐劳、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精神，以
更加勤奋扎实的工作，为煤田地质事业高
质量发展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省煤
田地质一队党委书记姚强说。

□记者 张思凯
通讯员 范兴驰 李菁 报道
本报邹城讯 “第一次知道兖矿企业

家资助我的时候，内心非常激动。这是大
企业家对我们寒门学子的关怀，我希望好
好利用这笔助学金，在大学里好好学习，
争取有一个好的成绩，将来像这些大企业
家一样，献出自己的爱心，并将这份爱心
传递下去。”新考入南京大学的学生路晴
在8月16日兖矿集团企业家爱心基金助学
金发放仪式上说。

在当天的发放仪式上，兖矿集团为新
考入大学的20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大
学生发放助学金20万元。兖矿集团企业家

爱心基金助学金发放是兖矿践行“共建共
享”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据悉，兖矿集团各级组织积极落实
《“企业家爱心基金”管理办法》，遵循
合法、规范、公开、透明原则，通过汇总
上级奖励企业负责人资金，以及企业负责
人、其他企业及社会人士自愿捐赠等方
式，建立爱心基金。由该集团工会负责日
常管理及救助发放，单独列账，专款专
用，主动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监督，聚全力
将爱心助学“民心工程”打造成为“阳光
工程”。

据了解，此次企业家爱心基金首笔资
金来自于地方政府对该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希勇和总经理李伟的奖励金，以及
集团党委常委、董事张宝才捐赠的来自于
澳洲任职的绩效工资。

今后，兖矿集团将充分发挥爱心基金
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的作用，每年选定一
定数量考入重点高校且家庭经济困难的高
中毕业生定点资助，定期走访慰问家中困
难老人，做好跟踪帮扶工作，积极与有关
高校建立工作联系，最大限度帮助困难家
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同时，探索爱心助
学新途径、新载体，把助学与扶精神、扶
志气结合起来，帮助困难学生积极面对人
生，努力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力求每一
名困难学生都能得到帮助。

李希勇表示：“任何伟大的事业，都
始于梦想、成于实干。希望通过企业家爱
心基金，用我们的爱心之行、善心之举，
点燃寒门学子成才的希望，为贫困学生撑
起一片晴空；用我们的诚心之意、实心之
为，促进地企融合发展，打造‘共建共
享’标杆典范。”

近年来，兖矿集团倍加珍惜地企融合
发展的良好态势，牢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企业的使命担当，扎实做好改革创新、动
能转换、提质增效等各项工作，企业迈上
高质量发展快车道。2019年位居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第318位，较去年提升了81个
位次。

□ 张治林 张楠

截至8月14日16时，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受此次超强台风“利奇
马”影响的电网停电台区和客户全部恢复送电。

8月10日-12日，台风“利奇马”席卷齐鲁大地，在巨大风圈作用
下，泉城济南未能幸免。灾情就是命令，济南供电公司迅速行动，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作用，调动全部战斗力量和物资、装备，吹响战
“马”集结号。

该公司超前做好“灾前防”准备工作，8月10日前全面完成设备
巡视、隐患消除、社会用电安全宣传、舆论引导等各项工作。56支抢
修队伍1497人，319台抢修车辆，12辆应急发电车及各类灯塔、水泵、
油锯等装备物资集结待命。30座重要变电站恢复有人值守，市县213
座变电站、258条输电线路、28条特高压及直流近区线路完成防汛特
巡和措施补强。协助完成82个高危、重要用户，36个水库、泵站等重
点防汛客户供电电源、自备应急电源巡查消缺工作。全力确保重要客
户电力安全供应，公司96名客户经理采取电话询问、现场巡查、值守
等方式，实时掌握客户设备运行情况，询访客户372次、巡查客户配
电室497座次。积极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宣传，完成649个大型社区、
4605个行政村安全用电告知告警，有效防范触电事件。

台风过境期间，该公司积极推动政企联动，与市防指、各区政
府、区防办、城建集团、园林路灯等部门共同开展排险工作，在章
丘、历城等重灾地区，700余名抢修队员和风就雨，跋山涉水，在崎
岖泥泞的山道中、在汹涌湍急的洪流中，奋力抢修倒杆断线的配电线
路，快速恢复供电台区的生产生活用电，他们在故障现场立杆架线、
昼夜奋战，全力以赴开展抢修恢复和居民安抚工作，以为民服务的实
际行动，成为全市抗台救灾现场的一面旗帜。

□ 牛显鹏 张楠

8月11日，超强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平度地区普降大到暴
雨。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平度市供电公司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以“党建+电网安全”积极迎战“利奇马”台风，以高昂的
斗志和十足的干劲带领广大员工打赢了抗台风保供电的战役。

党建引领应急机制完善。成立应急指挥小组，24小时值班，密切
关注天气和台风变化活动情况，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进一步提高
台风期间电网供电可靠性。所辖部分变电站恢复有人值守，变电站加
强特巡，对变电站沟渠进行及时清理，保障沟渠排水系统运行正常。
输配电线路特巡，对现场设备、重要危控点进行监视。

党建引领抢修准备充足。组织27支共产党员应急抢险队伍，应急
抢险队员共372人。准备应急抢险车辆54辆、应急发电车2辆、小型发
电机8台、照明灯具105台、油锯132台，抢修队伍提前清点好应急抢
险物资器材、移动照明设备，做好抢修准备工作。

党建引领保障客户安全。对辖区重点客户、大棚集中区、防汛、
水库、河道、泵站等部门单位开展用电安全检查。对12座地势低洼的
变电站进行防涝排查，检查潜水泵18台。对6座变电站的渗漏雨房屋
进行防水处理，对48座变电站的保护装置及室外端子箱进行特巡。

党建引领及时抢修供电。8月11日，姜家疃分支线电缆分接箱F02
出线电缆终端头击穿短路，造成姜家疃分支线停电。光明供电所党员
突击队冒雨给电缆分接箱搭建简易帐篷，为设备挡雨，迅速抢修恢复
供电。8月11日，仁兆镇相关线路因大树压断10千伏线路造成停电。
仁兆供电所党员突击队冒雨清理树障、重立线杆，迅速抢修恢复供电。

该公司广大党员大力发扬“特别负责任、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奉献”的电力铁军精神，多措并举积极迎战“利奇马”，
全力以赴做好抗台风防汛保供电工作。经过两天一夜的奋战，全面战
胜“利奇马”台风。暴雨中的党旗更艳，红马甲更靓。“我们一定以
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完成保供电任务。”党员突击队队员高祖海
的郑重誓言响彻抢修现场，他们以实际行动坚守初心，履行着“人民
电业为人民”的使命担当。

□ 赵冬 郎风翔 左丰岐

日前，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主要负责
人带队，带着精心准备的饺子和羊汤，再
次来到定点帮扶的朱桥镇小张村两名帮扶
群众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详细询问其生
产、生活及身体健康状况，了解帮扶到位
情况和帮扶措施落实情况，为贫困群众送
去家庭般的关心和温暖，在扶贫攻坚决战
决胜的实践中当好电力“先行官”。

精准扶贫是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把准致贫原因，靶向治疗、精准施策，让

党的扶贫政策落地生根，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制胜法宝。莱州市供电公司在扶贫工
作中，扑下身子、多策共举，聚焦精准，
深化帮扶，精心打好精准扶贫组合拳，进
一步提高贫困村及贫困群众的脱贫满意
度，确保扶贫成效。

该公司组织辖属朱桥供电所与贫困村
小张村开展党支部双联共建，与小张村党
支部联合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
动，用真心换真情，用实干换实绩。该公司
注重发挥基层供电所贴近“三农”、熟悉民
情优势，实施划片包村“网格化”服务，创新

开展党建联建、政企联动、党员结对等有效
活动，着力把精准扶贫工作落实落细落地。

与此同时，莱州市供电公司发挥电网
企业优势，创新电力扶贫开发工作举措，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着力提高贫困
地区电网支撑能力，着力强化扶贫项目电
力保障和优质服务，及时掌握贫困村用电
需求，全力抓好贫困村电网改造项目。认
真执行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
用电优惠政策。通过党员彩虹服务队、金
秋助学等活动，服务定点扶贫村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等贫困户，让特殊群体感受

别样温暖。将“全能型”供电所建设与脱
贫攻坚行动相结合，以网格为单位，将贫
困村和贫困户进行任务分解，台区经理重
点做好贫困村供电服务，每月定期检查维
修供电线路、走访贫困村村支两委，了解
供电服务诉求，解决实际问题。

该公司通过开展党建联建、政企联
动、党员彩虹服务等有效活动，促进贫困
群众观念更新、思路更新，持续增强贫困
群众内生动力，持续巩固并扩大脱贫成
果，高质高效推进精准扶贫脱贫，为如期
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济南电网停电台区和客户

全部恢复送电

平度供电党建引领

战胜“利奇马”台风

沂水供电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工作

兖矿践行“共建共享”发展理念

企业家爱心基金首批资助20名寒门学子

省煤田地质局邀请三八女子钻机队队员举办座谈会

“追足迹、寻初心”点燃全员工作激情

莱州供电精准扶贫重成效暖人心

□刘燕丽 报道
8月20日，中国石油山东菏泽销售分公司举办首次“昆仑杯”羽毛球友谊赛，让大家在运动中体验快乐，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生

活，加强了与客户之间的沟通交流。

□王军 武峰 报道
8月16日，国网惠民县供电公司组织

党员服务队志愿者走进何坊街道中心幼儿
园宣传安全用电知识，推进安全用电走进
校园、走进家庭。

□杨昭晖 陈成 报道
近日，山能临矿上海庙矿业公司举办

职工素质提升训练班，针对关键岗位人员
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基本能力问题，开展
定制化培训，补齐短板，提升从业人员的
综合业务能力。

□ 吕锦绣 张楠

受第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济南市自8月10日中午开始普降大
到暴雨。国网济南市历城区供电公司上下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启动防
汛应急预案，从工作调度、汛情研判、现场处置、安全管控、抢险物
资及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精准出击，抗击台风“利奇马”，确保了历
城电网雨情面前无险情，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历城区供电公司全面抵御台风“利奇马”过境，为电网安全筑起
铜墙铁壁。公司调控中心密切关注天气和台风变化活动情况，合理安
排电网运行方式，提高灾害天气期间电网供电可靠性。变电运维部门
重点加强对变电站集水井强排水系统、电缆沟、排水管网和防汛物资
的检查，针对3座某防汛重点变电站启动有人值守模式，重点特巡室
外设备，特别是端子箱和开关机构箱密封是否良好、是否有受潮现
象、除湿装置是否正常等。大负荷设备及接带有重要用户出线间隔运
行工况，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做好工作记录和信息汇报，并采取相应
措施予以消除。与此同时，组织线路巡视人员对辖区内输配电设备开
展特巡检查，认真查看杆塔、导线、绝缘子、避雷器等运行情况，对
重点区域加强防护措施，利用图像、视频监控等有效手段对现场设
备、危险点进行布控盯防。

“利奇马”台风期间，济南唯一一座全国重点防洪水库——— 狼猫
山水库也迅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为确保水库安全可靠供电，历城区
供电公司彩石供电所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成立了应急保电小组，制订
科学合理的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并提前组织人员对水库防汛用电设
备、备用电源和供电线路等进行巡视巡查，确保台风期间线路设备坚
强。其间应急保电小组采取早8时至晚22时不间断巡视制度，重点部
位轮班盯防，保证了水库用电不出问题。

据统计，此次“利奇马”台风强降雨过程中，历城区供电公司工
作人员全面特巡变电站18站次，现场核实信号、处置异常7站次。通
过迅速反应、精准出击，有效保证了安全生产工作在雨前、雨中、雨
后，可控、能控、在控。电网员工快速响应、未雨绸缪，争分夺秒忙
抢修，齐心协力抗台风，众志成城守岗位，全力以赴为客户，打赢了
一场“利奇马”全面防御战。

历城供电协同联动抗击台风

□通讯员 王凤斌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郓城讯 “你要抓紧调整好心态，好好分析分析，找出原

因，想办法改正，这是你最需要做的。”近日，山能临矿菏泽煤电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安平在对一名民主测评成绩不好的公司机
关管理人员进行思想帮扶时说。

近期，该公司结合开展的机关管理、技术岗位人员阶段性民主测
评工作，针对不同层级的落后人员实施精准思想帮扶，通过谈心谈
话、个别疏导等方式，帮助落后人员分析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化解
他们的心结，卸下包袱轻上阵，重整行装再出发，坚决不让一人掉队。

今年以来，该公司全面实施以“管情绪、领思想、重沟通”为主
线，以“干部提能力、职工提素质、矿井提形象”为目标的“三提”
工程，着力在提高干部职工工作能力、改进作风、提升素质、强化执
行上下大功夫，切实增强了干部职工履行岗位职责和服务企业发展的
真本领。

山能菏泽煤电实施精准思想帮扶

不让一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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