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丽雯

7月15日，国网武城县供电公司组织班组
成员开展“百人百年话初心”第二期实景党课
学习教育活动，为基层一线职工现场讲解党
史、电业发展史，并通过座谈悟思想、话初
心、担使命，促进“党建+”更好地融入基层
班组工作。

为更好发挥党建带好班建作用，武城县供
电公司制订了《学党史、守初心，为职工办实
事工作方案》，从红课送培、基层减负、班风
示范三个方面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为基层班组办好微实事。

好课送培

为班组充电赋能

“现场心肺复苏操作的三个步骤：胸外按
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6月18日，

安监部专工在老城供电所安全日学习中，现场
示范触电急救及心肺复苏步骤。

为提高班组基础管理水平，武城县供电公
司践行“强服务重培训”工作思路，充分调动
专业室党支部作用，利用夏训平台，开展“好
课送基层”活动，选派党员业务骨干带着党
课、专业课等深入班组、供电所现场培训，本
着“缺什么、补什么”原则，量身打造培训方
案，为班组成员“充电”，为班组管理“赋
能”。在班组层面，鼓励班组自我培训，开展
内部小指标提升、隐患风险防范培训，提高班
组内部协作配合能力。

广纳建议

办好班组微实事

聚焦班组职工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需求，
从小事入手，细化拓展为职工办实事送温暖项
目。针对供电所党支部党建基础薄弱、党员骨

干业务水平有限这一问题，武城县供电公司
“零距离”听取一线职工心声，广泛采纳劳
保用品合理化需求建议，畅通劳保用品需求
补充管控通道，根据季节特点和现场实际需
要，建成供电所阳光驿站、为施工场地配备
遮阳伞、提供绿豆汤配送等服务，全面夯实
公司安全生产基础。为供电所网格小组配备
全电化装备升级项目，抢修服务车辆实现
“电动化”。做好人文后勤保障，建好供电
所小公寓、小浴室、小食堂、小书屋、小菜
园“五小”活动场所，及时更换班组、供电所
办公区饮用水加热净化设备，优化职工体检项
目，助力职工健康工作。

减负增效

弘扬班风正能量

5月19日，在武城县供电公司二季度班组
建设工作例会上，信通班作为第一批争创战略

落地示范班组，分享了“四化”管理经验及成
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武城县供电公司积极
发挥“党建+”作用，利用班组党员示范效
应，培育“一班组一特色”，打造“战略落地
示范班组”。信通班为三人班组，班长为党
员，带领两名成员，在工作中克服人少活多困
难，落实“四化”管理，即人性化管理、乐观
化服务、星级化达标、数智化信通，更好地激
发了班组成员价值创造力。在较大项目工作
中，共同研讨，集思广益。面对矛盾问题，严
守原则，换位思考，亲善亲和，“一严一
和”，一次次挑战高强度工作，刷新以少胜
多、优质高效的“信通班”工作效率。

武城县供电公司以“基层减负、提质增
效”为导向，鼓励班组职工聚焦基层工作的
难点、痛点，提出28项“数字员工”开发应
用需求，依托“基层创新+能源互联网建
设”，推进数字员工造福基层班组各项工作
提质增效。

国网武城县供电公司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党建+班建”办好“班组微实事”

□杨亮

马经宇，1981年10月出生，2005年4月参加
工作，现为威海风电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管
理着中国第一批国产千瓦级风力发电机组。

参加工作以来，无论是业务工作还是党务
工作，马经宇都严格要求自己，真抓实干，敢
于担当，多次被评为公司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并获得华能新能源公司2018年
“四优”共产党员和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2021年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由他带领的
威海党支部先后获得济南市直机关2018年“过
硬党支部”、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四强”党组织、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2018
年“红旗党支部”、2019年公司“四强”党组
织、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2020年“四强”党
组织等荣誉称号。

坚持充电赋能 提升综合素质

2005年，24岁的马经宇来到长岛风电场。
长岛是一个面积不足56平方公里的小岛，每天
仅靠渡轮出入岛，遇到连续大风天气，大家在
岛上一困就是好多天。枯燥的生活反而磨练了

马经宇坚强的意志和踏实的作风，他深知要想
干好工作，必须要学习，要牢牢把握时代脉
搏，具备优良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出不了岛，
他就在岛上埋头学业务，学管理，仅仅两年，
依靠过硬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马经宇在
2007年成为长岛风电场场长并在2008年成为一
名共产党员。

坚持党建引领 突出创新导向

2017年担任威海风电场场长和党支部书
记后，马经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结合
区域内风电场设备特点，依托现有技术技能
人才优势，组建了威海风电场党支部“海风
先锋队”。以“科技创新有党员、技术攻关
有党员、关键岗位有党员”为目标，通过风
电场间经验共享，对标互促，形成党建引领
技术创新的良好局面。他注重培养技术人
才，将那些有思路、有办法、有闯劲的优秀
青年员工吸收到党内来，动员和组织有能
力、有技术的党员当好推动创新发展的“创
客”。在他的思路推动下，风电场多名年轻
的党员同志成为公司级业务尖子，多次在风
电技能大赛中取得佳绩。

联系现场实际 全力保障安全

威海风电场地处威海环海路观光带，近
年来风电场周边旅游建设项目迅速崛起，每
年5—10月的旅游旺季，外来人员暴增，对
风电场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很大隐患。针
对威海风电场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马经宇
带领风电场人员挨家排查外部项目建设进
展，提前告知施工商详细的集电线路路径，
张贴醒目的安全标识牌，重点区域指派人员
定点监督施工，劝离在风机和带电设备附近
逗留的旅游人员。几年来，风电场没有因为
建设施工和旅游出现过任何人员和设备的损
害，有效保证了风电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安
全稳定运行。

注重团结协作 做到家和场兴

作为风电场负责人，马经宇充分认识到工
作团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好硬仗。他提出了
“以人为本，以场为家，团结协作，家和场
兴”的风电场文化理念，把威海风电场打造成
一支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优秀团队。马经宇

常说一句话：“人在一起叫聚会，心在一起叫
团队。”他经常深入职工中去，了解职工工
作、生活状况，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尽其所能
关心帮助每一位职工，答疑解惑、鼓舞干劲。
在他创造的这种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下，职
工间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形成一
种真诚、融洽、信任的工作氛围。

严格要求自己 甘于坚守奉献

作为一名支部书记，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坚决做到令行禁止，严以
律己，廉洁奉公，坚决抵制不正之风。

作为风电场党龄最长的党员，他始终不忘
初心，牺牲个人，敢于奉献。2019年风电场定
检预试期间家中孩子持续高烧，情况危急，必
须马上住院，他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但是在
紧张的定检预试工作面前，他选择了与弟兄们
一起坚守岗位，放弃了陪护孩子的机会。正是
有了他的这份执着和坚守，威海风电场各项生
产数据指标多次在公司名列前茅。2018年、
2020年全年可利用小时在全公司排名第一，风
电场连续4年获得山东省电力行业团工委“青
年文明号”称号。

初心激励前行 使命呼唤担当
——— 记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优秀党务工作者马经宇

□周翔宇 段德咏

7月15日16时至17时，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按
照山东省能源局安排部署，组织开展了2021年迎峰
度夏电力需求响应实战演练，全省1496户用户接受
邀约参与响应，充分检验了山东电网应对负荷高峰
的紧急削峰需求响应能力。

本次演练是按照200万千瓦需求响应能力组织
实施的。由于全省近期连续阴雨天气，客户基线负
荷偏低，本次演练最大削峰负荷188 . 71万千瓦。如
在夏季用电尖峰时段开展需求响应，预计最大削峰
负荷完全能填补可能出现的200万电力缺口。这次
演练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真刀真枪的实战演练，不
是桌面推演，用实战检验能力；二是相比以往，参
与响应的用户类型更加多样，包括智能有序充电
桩、分布式储能站、智能物联家电等，参与响应资
源种类之多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山东省经济运行持续向上向好，全
省用电负荷持续高企，预计今年夏季山东电网最高
用电负荷将达9600万千瓦，用电负荷尖峰时段存在
200万千瓦电力缺口，极端天气下电力供应缺口可
能进一步加大。为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国网山东电
力全力加快推进电网工程建设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完成相关特高压工程年度检修，保障“外电入鲁”
通道可靠运行，并把创新需求响应机制作为保障电
力安全可靠供应的重要手段。他们按照“需求响应
优先，有序用电保底”原则，对需求响应可以填补
的电力缺口，优先采取需求响应解决；对需求响应
无法填补的电力缺口，实施启动有序用电机制，确
保全省用电安全可靠。

为此，国网山东电力在山东省能源局领导下
构建起涵盖3392户电力客户、容量为541 . 76万千
瓦的削峰可调节负荷资源池。这些用户中有2674
户为一档用户，需提前24小时邀约以便用户作出
负荷调整安排，削峰负荷总额462 . 16万千瓦；有
405户需提前4小时邀约的二档用户，削峰负荷总
额75 . 59万千瓦；还有313户三档用户，这些用户
具备1小时内参与需求响应的条件，削峰负荷共
计4 . 01万千瓦。从负荷类型来看，工业用户、商
业楼宇、充换电设施用户数分别为2533户、480
户和379户，削峰响应负荷分别为500 . 57万千瓦、
33 . 79万千瓦和7 . 41万千瓦。

自2018年开展电力需求响应以来，国网山东电
力高度重视需求侧资源在平衡电力供需、促进新能
源消纳等方面的作用，2020年国内首家提出适应电
力现货市场模式的“双导向、双市场”需求响应机
制，被业内称为“电力需求响应2 . 0”。2021年，
国网山东电力在需求响应领域持续创新，建立了
“多主体、高互动、分时段、常态化”的绿色低碳
新型需求响应机制，首家提出促进新能源精准消纳
与分时响应联动模式，实现需求响应常态化运行，
利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了填谷资金的来源。今年以
来开展填谷需求响应13次，促进新能源消纳超过
700万千瓦时，充分体现了需求响应的价值。

促进新能源精准消纳与分时响应联动

山东开展迎峰度夏

电力需求响应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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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33706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915243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

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
代理收付款项；办理外币储蓄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
准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3年6月23日
机构住所：烟台市龙口市港城大道444号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下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郓城县义和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37170042
许可证流水号：00909702
业务范围：许可该代理营业机构经营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1996年11月21日
机构住所：郓城县水浒路与金河路路口
北100米路西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菏泽监管分局

山东商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机构编码：B0929H237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18305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
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
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该行各分支机构根据总行的授权开办业务。
批准日期：2005年8月11日
机构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彩虹路1877号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
管局

山东鱼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贯通商贸城分理处
机构编码：B0892U33708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916855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
债券、金融债券；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06年4月29日
机构住所：鱼台县鱼新三路北、谭庄路东、湖陵
四路西
发证日期：2021年7月2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济宁
监管分局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
行终止公告
机构编码：B0171S237030069
许可证流水号：0054858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
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2年6月18日
住所：临淄区凤凰镇北金集团办公楼南邻
发证日期：2013年4月2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
管局
批准终止日期：2021年7月15日
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
监管分局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龙
山支行终止公告
机构编码：B0171S337030019
许可证流水号：0067405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2年6月18日
住所：淄博市博山区沿河东路16号
发证日期：2018年3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
监管分局
批准终止日期：2021年7月16日
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淄
博监管分局

鄄城牡丹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终
止公告
机构编码：5A0101190000000000
许可证流水号：070807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6572870634T
代理险种：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
营业地址：鄄城县人民路与鄄五路交叉路口东南
角
发证日期：2021年4月1日
有效期：长期有效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
管局
批准终止日期：2021年7月19日
批准机关：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招远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33706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915256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业务。

批准日期：2018年10月18日
机构住所：招远市泉山路109号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万达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33706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15255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

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
代理收付款项；办理外币储蓄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
准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3年6月23日
机构住所：烟台市芝罘区西南河万达广场B3-131-136号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自贸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33706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915254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

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
代理收付款项；办理外币储蓄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
准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3年6月23日
机构住所：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29号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南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33706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915253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

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
代理收付款项；外币储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业
务。

批准日期：2003年3月18日
机构住所：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04号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33706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915252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

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
券；代理收付款项；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3年7月21日
机构住所：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中段163号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福山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337060008
许可证流水号：00915251
业务范围：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金

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提
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贷款、汇款；外币兑换；外汇票据的承兑与贴现；国
际结算；个人非融资类保函；代理国外信用卡收单；通过上级行办理代客外
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业务。

批准日期：2013年5月7日
机构住所：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288号星河城27号楼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幸福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33706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915250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

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
理收付款项；外币储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3年3月18日
机构住所：烟台市芝罘区幸福中路86号1-2层商业网点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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