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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一上，电网负荷增一成
油田电力部门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冬季正常用电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见习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王宝顺) 17

日，记者从东营市电业局调度中
心了解到，今年冬季全市电网负
荷高峰预计将突破 200 万千瓦。电
力公司已做好了冬季供电的准备
工作，并承诺，城区内遭遇用电故
障，5 小时内会确保通电。

随着气温降低供暖设施的开

启，电网负荷迅速攀升。据了解，

2009 年 11 月 26 日，冬季电网负荷
达到当年最高峰 161 . 3 万千瓦。今
年夏季电网负荷峰值达到了 225

万千瓦的最高纪录。调度中心安
鹏介绍，今年冬季用电高峰初步
预计会在今年 12 月至明年 1 月，

用电负荷高峰将超过 200 万千瓦。

随着各种取暖设施的陆续投入
使用，用电量将进一步增加。电业局
工作人员表示，供电公司已做好应

对用电高峰的准备工作，增强巡查
力度，成立“抢修突击队”，加强值班
管理和电力负荷的监控力度，最大
限度降低停电次数，及时排除低压

用电故障，确保电网的正常运行。

市民可拨打 9559824 小时电
力彩虹服务热线。电力公司承诺，

城区内遭遇用电故障工作人员将
在 45 分钟内到达现场，5 小时内
确保正常通电。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见习记者

任斌 通讯员 刘凤兰) 为规范网
上商城的经营秩序，维护广大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东营工商分局商河路工

商所拓宽监管领域，尝试监管网上商

城。现已监管户外广告 50 条，发展网
络实体店 200 家。

据商河路工商所刘主任介绍，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网上购物，有很多消

费者因网上购物产生了纠纷，到消协

投诉。商河路工商所根据《网络商品

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

法》，对辖区的网上商城的经营行为
进行了规范管理和监管。

据了解，商河路工商所对网上

商城的首页网头广告实行远程监

管，督促有条件的网店，到工商部
门进行“实名登记”。暂不具备登记

注册条件的，由网络交易平台的经

营者负责核查和登记自然人的真
实身份信息，并鼓励网店开办实体

店。

工商部门为维护消费者权益，设

立了网上投诉站。到目前为止，商河

路工商所已远程监管户外广告 50

条，发展泽众电器等网络实体店 200

家。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见

习记者 闫西龙) 17 日，

记者从广饶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广饶

县部分公益岗位公开招聘
63 人，报名时间为 20 日

到 23 日。

据了解，本次招聘的

岗位包括：县财政局综合

治税协管员 30 名(其中男

性不少于 20 名，女性不超

过 10 名)，县公安局交通
安全协管员 30 名(其中男

性不少于 20 名，女性不超

过 10 名)，县长公开电话

办公室接线员 3 名(男性 1

名、女性 2 名)。

此次招聘现场报名。

招考详情可以登录广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或 广 饶 人 事 人 才 网 查
询。

东营今冬用电将再现高峰
同比预计增加四分之一

网购纠纷有人管了

工商所网上管住二百网店

广饶县公益性岗位

公开招聘 63 人

11 月 17 日上午，全市卫生系统第六届职工专业技能大赛暨急救技

能竞赛在市卫生局举行，来自各县区和市直医疗单位的 13 个代表队，

共 39 位选手参加了比赛。图为 120 医护人员正在参加急救比赛。 本
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 王德军 本报通讯员 孙万禄 摄影报道

急救比赛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见习记

者 顾松 通讯员 李宝峰

周军) 16 日，记者从胜利油田

电力管理总公司了解到，今冬胜

利油田电网负荷高峰预计将突
破 100 万千瓦。目前，胜利油田

电力部门已经消除各类缺陷

1181 处，保证今冬油田的正常用

电。

随着胜利油田供暖设施的

开启，电网负荷也迅速从 4 天前

的 78 万千瓦上涨至 90 . 8 万千

瓦，胜利油田电力公司电力调度

中心主任刘玉林介绍说，随着天

气持续转冷，日用电量将会进一

步增长。“下半年，受胜利油田工

业电力负荷增长、部分新建住宅
小区投入使用等因素影响，用电

量将进一步增长，预计冬季负荷

高峰将达到 100 万千瓦”。

据了解，面对冬季用电负荷

高峰的临近，胜利油田电力管理

总公司在今年 9-11 月份对雨季

电网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
了检修、消缺，消除各类缺陷
1181 处。

胜利油田电力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尽管胜利油田冬季高

峰用电量将有增长，但根据负

荷变化趋势，目前电网结构现

状能够充分保证今年冬季电网
平稳运行。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见

习记者 李沙娜 通讯

员 刘庆云) 17 日，记者
从东营市技术学院获悉，

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文
件，批复东营市技术学院

改建为东营市技师学院，

改建后的技师学院设技

师部和高级技工部，招生

规模达一万人。

据了解，学院技师部

招生 4000 人，高级技工部

招生 6000 人。技师部设置

焊接加工、数控加工、电

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
修、汽车维修、石油机械
装备制造等专业。

改建后的技师学院

学制 2-4 年不等。以培养
技师(预备技师)和高级技

工为主要目标，同时承担

企业在职职工高技能人

才和各类职业教育培训
机构师资培训任务。

东营市技术学院

改建为东营市技师学院

“机动”车

17 日下午 2 点左右，记者在东二路上看到，一人力
三轮车骑上了位于马路最内侧的左拐车道，让人为骑车

人的安全捏把汗。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道

省重点领域首台(套)技术装备评选

东营市 5 个项目获奖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见

习记者 王参) 近日，东

营市 5 个项目被列入全省
2010 年度 97 个重点领域

首台(套)技术装备专项奖

励名单，获得奖励资金 50

万元。

这 5 个项目分别是：

山东科瑞石油装备公司
9000M 超深井石油钻机
ZJ90/5850DB、胜利油田孚

瑞特石油装备公司钢连续

抽油杆地面作业成套装备

SG5320YLC 型、胜利油田

胜利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6

万 m3/h 煤矿通风瓦斯(乏

风)氧化装置 VAM60、胜

利油田东方实业投资集团
公司 QTZ5610 塔式起重

机、山东大东联石油设备

公司水力螺杆泵 YLB-

108-50，其中后三者的 3

个项目为国内首台(套)技

术装备。

东营市第 42 场家庭教育报告会昨结束

家长学习“关注孩子心灵健康”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见习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刘志萍) 17 日，西
水集团幼儿园 40 多名小朋友的家长

参加了市妇联和教育局组织的一个

半小时的“关注孩子成长”家庭教育

报告会。

17 日上午 9 时许，孩子们的家

长带着小板凳，来到幼儿园的小礼

堂，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的老师讲

课。这是“关注孩子成长”家庭教育

报告会在广饶县的第三场，主讲人

是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专家陈薇老

师。此次系列家庭教育报告会由东

营市妇联和教育局牵头，覆盖了市

直、东营区、河口区、利津县、垦利

县、广饶县 6 个市区县的学校、社

区。活动自 10 月 20 日启动以来，已

进行了 42 场的讲座，广饶县是本次

讲座的最后一站。

记者从东营市妇联了解到，此次

系列家庭教育报告会是 2010 年妇联

组织的“关注孩子成长”系列活动之

一。“关注孩子心灵健康是家庭教育

的重要方面，我们邀请儿童教育专家

来给东营的家长们讲课，希望能推动

家庭教育的发展，让所有的家长与孩

子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保证孩子的健

康成长。”市妇联的刘主任对记者说。

幼儿园的一名家长告诉记者，听了这

次讲座，她验证了以前的一些教育方

法的科学性，也发现了自己对孩子教

育的一些误区，学到了许多教育孩子

的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