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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 建设宜居莱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莱

阳市住建局机关党委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丰富教育内涵，提升教育实效，实现了党建事

业和城建事业双提升。

一、实施“提质增效”工程，全面提升学习教育

质量。将提升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质量作为首攻目

标，在入心入脑上出实招、落实事。一是推行“我来

讲”。发动机关党员干部人人上讲台、人人当教员，

轮流主讲，让更多的党员由被动教育变为主动传

播。二是培育“复合型”。将党性教育与岗位练兵结

合起来，通过“三会一课”等平台，开展了信访、消

防、保密等岗位大练兵。三是增强“吸引力”。组织党

员干部与公园社区联合到胶东第一县委革命历史

展览馆重温入党誓词，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

“我的国 我的城 我的家”为主题，拍摄《城建MV

宣传片》。

二、实施“示范引领”工程，全力创建一流党组

织。在全系统叫响“向我看齐”，充分发挥机关党建

引领作用。一是精心创品牌。将品牌化和阵地化建

设紧密结合，高起点设计机关党建品牌标识和活动

场所打造方案，提炼出“雷厉风行、履职尽责、担当

奉献、争创一流”新时代城建精神，创建了“初心向

党·匠心筑城”机关党建品牌。二是做好传帮带。开

展“党建扶贫”工程，督促非公企业支部强党建、壮

队伍。通过帮扶，打造了盛隆集团非公企业党建典

型，该单位先后荣获住建部“第二届责任地产成长

型榜样大奖”“改革开放40年烟台市房地产行业城市

贡献奖”“省级文明单位”等诸多荣誉。

三、实施“一线建功”工程，加快建设大美新莱阳

将主题教育激发出来的动能，转化为城建“攻坚突破”

的动力。一是争当城市突破发展的主力军。在路桥建

设、景观提升、棚户区改造、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中彰

显党建成效。今年全系统基层党组织参与实施了11项

路桥建设工程、3项双修示范工程、2项更新提质工程，

有力提升了城市发展新形象。二是争做服务群众的

“店小二”。带头落实干部联户、精准扶贫、双报到双服

务、双招双引等工作，在8个棚户区改造、3万平方米老

旧小区改造、剧院广场改造、农村危房和农厕改造等

民生项目中，积极践行服务群众的初心使命。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鲍坤宇) 近
日，在烟台购买动车票出行的
乘客们发现，购买的是电子客
票，不用换取纸质车票，刷身份
证就可以安检上车。记者从中
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烟
台车务段获悉，为满足市民的
出行需求，济南局集团公司于
10月25日起在青荣城际铁路开
展电子客票应用试点。

据介绍，乘坐上车站、下车
站同在青荣城际铁路区段内的
动车组列车，在铁路12306网站
(手机APP)和青荣城际铁路客
运营业站(含所属客票代售点)
购买的车票，实行电子客票。

实行电子客票后，旅客购
票、检票、乘车等流程都将更加
方便快捷。进站和检票时，持二
代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五种可自动识读
证件购票的旅客，可通过实名
制核验、检票闸机自助完成实
名制验证、进出站检票。

使用其他证件购票的旅
客，凭购票时所使用的乘车人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由工作人
员扫描其购票信息单二维码或
手工输入其证件号码，完成实
名制验证、进出站检票手续。

在12306 .cn网站注册用户
且通过12306手机APP成功完成
人脸身份核验的旅客，购买电
子客票后凭12306手机APP生成
的动态二维码，可直接通过车
站自动检票闸机办理进出站检
票手续，不再取纸质车票，极大
地节省了旅客提前到站取票等
候时间，使旅客进站更加方便、
快捷。

旅客通过12306 .cn网站购

买铁路电子客票后，可通过网
站自行打印或下载购票信息
单，也可在各车站售票窗口、自
动售/取票机、代售点打印，无
需换取纸质车票。

旅客如需报销凭证怎么
办？据介绍，可于开车前或乘车
日期之日起30天内，凭购票时
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到车站售票窗口换取报销凭
证。

青荣城际进入电子客票时代

坐坐动动车车无无需需换换取取纸纸质质车车票票

路上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走“快处快赔”

手手机机上上定定损损理理赔赔半半小小时时搞搞定定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烟交宣 ) 4
日，记者从烟台交警支队获
悉，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创
新线上“四位一体”集约办公、
线下联合巡查处理的工作方
法，通过“远程定责”“实时定
损”的警保联动快处快赔新模
式，实现“一次办好”，群众满
意度大幅提升。据悉使用快处
快赔，当事人将现场照片等上
传后，从定损到理赔，整个过
程30分钟内全部完成。当事人
可以快速撤离事故现场，有效
解决了因轻微交通事故引起
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据介绍，交警支队升级改
造原有的“e路行”手机APP轻
微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系
统，优化操作界面，再造业务
流程，实现现场照片在线上
传、交警远程定责、保险实时
定损理赔，有效利用了全市
300万认证用户资源，提高了
系统的应用普及率。同时，推
广“交广12123”事故快处辅警
版。全市辅警及服务专员使用

“交管12123”事故快处辅警版
处理轻微交通事故，引导群众
快处快赔，群众上传现场照片
后在电子版认定书上签字即
可，实现了道路交通事故自行
协商、责任认定、保险定损、快
速理赔网上“一站式”处理。

报警流程简单易操作四
步即可完成，第一步：收到短
信。当事人拨打122报警，接警
台会引导当事人如何操作，并
向报警人手机发送一条引导
短信。第二步：点击快处快赔。
当事人添加“烟台公安”或“烟
台交警”微信公众号，进入后
点击左下角【微警务】—【交
警】—【快速理赔】。阅读安全
提示后，确认无以上情况，点
击下一步。第三步：上传照片。
进入后系统会自动定位事故
地点，车主要做到(1)输入双方
当事人手机号、交强险保险公
司。(2)拍摄现场照片，证件照
片，审车页朝上。(3)语音描述
事故过程。(4)提交后台审核。
第四步：定责理赔。后台民警
收到上传信息后会立即审核，

如果信息完整有效，民警会马
上向双方手机发送一条短信，
收到短信后双方驾驶员应该
立即将车辆移至道边不妨碍
交通的地方。

民警将信息录入系统后
会打电话给双方驾驶员询问
事故经过，并通过天网系统查
找事故发生时的监控录像，认
定事故责任，并向双方手机发
送认定信息。双方驾驶员收到
信息后要点击链接签字。责任
方应报保险公司，将电子版责
任书给保险公司后定损理赔，
整个过程30分钟内全部完成。

对于造成人员伤亡，车主
有酒驾、醉驾，车辆证件不全，
碰撞交通设施、公共设施或其
他设施的，则需要等到交警过
来处理，不能自行撤离现场。
对适用快处快赔的轻微道路
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自行
撤离而拒不撤离现场，造成交
通拥堵的，交通警察到达现场
后，将依法对当事人处以200
元罚款，当事人有其他交通违
法行为的，依法一并处罚。

““开开门门纳纳谏谏””

高高新新区区专专项项整整治治漠漠视视侵侵害害群群众众利利益益问问题题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高继轩 )

“区内混凝土搅拌站管理要加
强，扬尘污染比较厉害”“村干
部把村里的厂房低价承包给
关系户，损害大伙儿的利益”。
这是烟台高新区在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
中征求到的群众意见，类似的
意见还有上百条。

11月4日，记者从烟台市
纪委高新区工委获悉，为使

问题找得准、更接地气，更让
老百姓感受到整治带来的实
实在在的效果，烟台高新区
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开门纳
谏”，通过走村入户书面或口
头征求意见、设置意见箱和
门户网站征集等方式，充分
倾听百姓心声、广泛问计于
民、多渠道接收群众意见，一
大批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
题纳入到专项整治范围，获
得群众好评。

加加强强化化工工管管道道检检验验

9月底，烟台莱阳巨力精细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专用管
道即将到期，烟台市特检院在保
障企业安全生产的同时，检验人

员短时间完成所有检验，全力保
证该企业如期恢复生产。

(通讯员 王旭晓 李彦
金鹏)

国国网网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公公司司加加强强无无人人机机应应用用

推推进进输输电电线线路路智智能能运运检检

11月3日，国网烟台供电
公司输电运维人员利用无人
机，对220千伏牟竹线全线进
行无人机巡检工作，这是今年
无人机巡检的第24条220千伏
线路。截至目前，烟台供电公
司已完成1817杆塔无人机巡
检工作，发现普通缺陷161处，
销钉级缺陷38处，输电线路巡
视效率和设备缺陷发现率大
幅提升。

2019年，烟台供电公司积
极推动输电线路巡检由“人
工巡检“向“人巡+机巡”的新
模式转变，着重在无人机驾
驶员培养、装备升级、运检新
模式探索等方面发力，已有
16人拥有民航局多旋翼无人
机视距内驾驶资格，配有各
类多旋翼无人机34架，已形
成了多旋翼巡杆塔、固定翼
巡通道的各机型协同巡检模
式，无人机巡检工作在人员
素质和设备质量方面均有了
质的飞越。

当前，烟台供电公司在

每个输电运维班组成立了2
至3人的无人机巡检小组，将
无人机用于本班组日常巡
视、特殊巡视、故障巡视，每
班每月完成50基杆塔的巡检
工作，共计完成200基；同时由
3个检修班成立4至5人的专业
化巡检团队，在没有检修和
消缺工作时，加强无人机巡
检工作规范化管理，从无人
机驾驶员规范化培训、输电
线路典型塔巡检路径规划及
拍摄方式、巡检图像整理及
规范命名、巡检记录规范化
整理等方面进行专项提升，
确保机巡检图像结果可用、
能用，全面提升输电线路机
巡工作质量。在开展输电线
路无人机巡检的同时，输电
运检人员积极探索无人机在
电力行业其它方向的应用，
现已配合进行变电站改造前
现场勘察、变电站构架避雷
针巡检、配电线路故障查巡
等工作，不断拓展无人机应
用的深度和广度。

特检快讯

加加强强公公共共场场所所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宣宣传传

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防
范意识、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
能力。日前，烟台市特检院在
牟平区开展宣传活动，发放安
全宣传手册、液化石油气瓶等

特种设备安全宣传单6 0 0余
册，营造特种设备安全浓厚氛
围。

(通讯员 王邈 汪俊岭
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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