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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关注

太阳能智慧斑马线亮相冠县街头
在全国县级城市尚属首条，能自动抓拍可语音提示

2019年，国网冠县供电公司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供电公司和
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践行“人
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在服
务新旧动能转换、优化营商环
境、推进城乡建设、实施民生工
程中主动作为，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一是聚焦电网建设，供电能
力持续增强。向省市电力公司大
力争取电网投资2 . 92亿元，年度
电网计划建设规模位居全市第
一，创冠县历史之最。全力保障
山东-河北特高压工程“零障碍”
施工，提前省公司计划30天、全
省率先完成通道清理任务，得到
了省市公司领导多次表扬肯定。
高质量完成“12投产”建设任务，
2座11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竣
工投运，4座35千伏变电站改造
工程全部超前里程碑计划投产，

主网供电能力和可靠性大幅提
升。清水甘屯地区2条35千伏新
建线路和4条10千伏负荷改接线
路全部在迎峰度夏前投产，有效
缓解了冠县北部区域长期重过
载问题。全面优化城区配网结
构，10千伏团结线等4条线路投
运，大幅缓解城区东部供电压
力。

二是聚焦优质服务，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坚决落实国家政
策，在2018年一般工商业电价降
幅10%的基础上，今年进一步降
价，一般工商业电价每度累计降
低0 . 1299元，共节约用户电费支
出约5400万元。积极引导符合条
件的2 9 8户用户参与市场化交
易，全年交易电量达10 . 36亿千
瓦时，节省企业电费1030余万
元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项 目 投 资
1634 . 68万元、215家小微企业接

入客户实现“零投资”。建立“马
上办业扩微信群”、召开涉电项
目联席会24期，及时解决带电作
业等业扩报装问题138项，高低
压接电时长分别压减至27 . 97、
1 . 0 3个工作日，分别比全市平
均接电时长少9 . 34、0 . 17个工
作日。申请资料和办电环节指标
均达到全省最优值。积极服务新
旧动能转换，全县新旧动能转换
重点项目用电服务包保到人，快
速响应用电需求。服务大气污染
防治，“煤改电”用户增至20户、
全年替代电量1 . 5 8亿千瓦时，
节约企业运营成本4740万元。

三是聚焦服务经济民生，电
网运行更加可靠。加快推进一流
配电网建设，新建改造10千伏线
路156 . 15公里、新增配变201台，
10千伏线路联络率保持100%，户
均容量提升到2 . 1千伏安，解决

低电压客户1020户，农村电能质
量显著提升。安全有序实施226
项春秋检任务，消除主变重过载
10台、配变重过载214台，完成5
座变电站二次设备综合治理、7
座变电站备自投装置改造，全市
县域率先实现110千伏线路可视
化运维、110千伏变电站网络安
全监测装置全覆盖，可靠供电能
力显著增强。狠抓设备隐患治
理，配网故障率、停运率分别下
降76%、68%，供电可靠性提升至
99 . 9065%。众志成城扛起保电
重任，昼夜奋战、巡查抢修，成功
应对夏季负荷三创新高和超强
台风“利奇马”严峻考验，圆满完
成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中高
考等各类重大保电任务。

四是聚焦脱贫攻坚，行业扶
贫 成 效 显 著 。积 极 向 上 争 取
904 . 5万元资金，对全县扶贫重

点区域电网进行再补强，25个贫
困村电网改造工程全部竣工投
运，新增变压器32台、容量6 . 8兆
伏安，解决重过载村庄19个，为
贫困村脱贫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争取机井通电项目专项扶贫资
金5296万元，2020年进行项目实
施，用于改善贫困村农业灌溉条
件、减轻农民浇地负担，助力贫
困村早日脱贫。主动做好光伏扶
贫项目建设及接网服务，光伏扶
贫电费结算实现“不让客户跑一
次腿”，精准扶贫做法在《新华
社·高管信息》刊发。实施光伏捐
赠提高贫困村集体收入，定远寨
镇金郭庄村、梁堂镇西里村2座
20千瓦光伏电站捐赠项目并网
发电，可实现年发电量6万千万
时，预计每年为贫困村创收2 . 4
万元，村委先后送来3面感谢锦
旗。

守初心 担使命 全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国网冠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张洪伟

本报聊城1月16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李猛)

2020元旦前夕，一条高科技红
绿闪烁的太阳能智慧斑马线惊
艳亮相聊城冠县街头，红灯闪
烁时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欣赏，
而踏上该条绿光闪烁的斑马
线，连过街都成了享受。据悉，
该斑马线除了配合红绿灯闪烁
警示外尚有其它功能。

该条太阳能智慧斑马线位
于冠县红旗路与冠宜春路路
口，采用太阳能发光，能极大提
高夜间斑马线的可视度，增强
提示和警示功能。智慧斑马线
由62块人行道发光地砖和6块
机动车停止线发光地砖组成，
发光地砖灯选用加厚钢化树脂
玻璃做灯盖，抗压能力极强，其
物理承载重量达50吨以上，即
使一辆满载货物的重型半挂大
货车车轮碾过也安然无恙。

除了绚丽的外表和高强度
灯身，该智慧斑马线还综合采
用了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并集
成声、光、电等多种手段，为交
通管理注入科技元素。它主要
由路面太阳能发光地砖和行人
警示立柱两部分组成。据悉，这
条智慧斑马线分两期实施，前
期主要是铺设路面太阳能发光
地砖，整个人行横道区域用路
面太阳能发光地砖进行明显标
示并随人行信号灯红、绿双色
的变化而变化，让行人明确等
候区域、通行区域和通行时间，
行人通行时斑马线亮绿灯，同
时，相交道路机动车前铺设的
太阳能发光地砖也与信号灯
红、绿双色的变化而变。

据了解，太阳能智慧斑马
线不仅拥有强悍靓丽的“身
体”，还被赋予了打击交通违法
的高科技“慧眼”，当发现非机
动车或行人闯红灯会自动抓
拍。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冠
县大队政委房学勤介绍，下一

步，冠县将在人行横道两端设
置行人警示立柱，含高像素行
人闯红灯预警和抓拍相机、红
灯信号检测器、高清镜头、语音
播报器和室外音柱等，同时在
正面还设有人行信号灯、LED
显示屏、侧面LED同步警示灯
带、背面LED静态展示灯箱等。

据了解，冠县建设的太阳
能智慧斑马线在全国县级城市
尚属首条。太阳能智慧斑马线
采用太阳能发电发光，节能绿
色环保无污染，能有效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房学勤告
诉记者：“今后，冠县将根据城
区公安交通管理工作需要，在
行人通行量较大的路口继续增
设太阳能智慧斑马线。”

这条太阳能智慧斑马线系
统对人行横道上的行人及过往
车辆进行双向警示，对于机动
车及行人有显著的提示效果。
同时，该系统监控摄像头能自
动抓拍，一旦判定行人闯红灯，
将通过人脸识别将其违章行为
传到系统后台。该系统还有语
音助手提醒行人文明过街，遵
守交通规则。

通过智慧斑马线引导行人
过街，培养人们良好的交通习
惯，是冠县交警交通管理服务
民生理念的一次创新，也是科
技创新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
城市交通新符号、新标志，也
将成为冠县街头一道靓丽风
景。

行人通行时，太阳能智慧斑马线亮绿灯。

2019年以来，开发区积极利用
扶贫资产收益设立公益岗位，增
加有劳动能力且有工作意愿贫困
群众的务工收入，激发了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去年，开发区3个乡

镇共拿出14 . 88万元设立了保洁、
绿化等公益岗位27个，在创建扶
贫公益岗位、调动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员参与生产劳动、改“输
血”为“造血”方面实现了突破。

聊城开发区加大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党和政府时刻想着我们，今
天又还给我们安装了碳化电热
板，我们特别感动，真心地感谢他
们。”广平乡于海子村贫困群众高
兴地说。冬日的开发区，寒意渐

浓，为确保贫困户过上一个温暖
的冬天，2019年11月初，该区就为
贫困群众安装了碳化电热板600
块，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了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爱。

聊城开发区民生“加码”让贫困群众幸福“升温”

2019年，开发区借着解放思
想大讨论的东风，以思想破冰引
领“行动突围”。一年中，开发区
党工委7次召开党委扩大会和领
导小组会专题研究扶贫工作，党
工委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就两不
愁 三 保 障 、问 题 整 改 、考 核 迎

检、帮扶责任和扶贫专干、行业
扶贫等扶贫重点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对尽职不到位的扶贫专干
进行撤换、脱贫手册进行规范、
光伏遮挡进行清理、房顶进行维
修，全区脱贫质量实现巩固提
升。

聊城开发区以“绣花”功夫巩固脱贫成果

为确保贫困户住院可以全
部得到理赔，1月10日，北城街道
召开特惠保理赔工作会议，结合
医保贫困人员住院名单，安排各

包户干部全面排查2019年贫困户
住院赔付情况，要求必须一个不
漏，逐一排查，确保报销率100%，
确保没有遗漏，全部报销。

聊城开发区北城安排部署特惠保理赔工作

2 0 2 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
坚的收官之年，开发区高度重视
脱贫攻坚项目储备工作，确保为
2020年项目发展打下基础。要求

乡镇严格执行项目库申报程序
和公示公告制度；加强贫困群众
对脱贫攻坚项目的选择、参与和
监督，保证入库项目符合贫困群
众发展需要；加强乡镇和部门对

申报项目的审核把关，做好前期
论证，确保入库项目符合脱贫工
作需求。同时加强扶贫项目绩效
目标审核，对绩效不明确的项目
禁止入库。

聊城开发区做好2020年项目库建设

脱贫攻坚以来，开发区狠
抓工作重点，着力解决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
问题，切实提升脱贫成果。先后
改造贫困户危房219户，为360户贫

困户安装自来水；投入67万元统
一为全区危房改造的贫困户发
放了床、衣柜等家具。严格落实
学前资助、义务教育寄宿学生生
活补助、“雨露计划”政策。为1147

名患病贫困人口实施分类救治，
每年为每户贫困户缴纳200元“扶
贫特惠保”，每年财政投入60万元
为贫困群众缴纳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

聊城开发区：聚焦“三保障(饮水)” 夯实脱贫基础

为了增加市民们对花朝节的了解和认识，宣传花朝节
文化，1月15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人民公园
举办“春秋同客处，心牵共花朝”活动。志愿者通过自制展板
向市民们讲解花朝节文化，让市民们了解到花朝节是纪念
百花生日的节日，人们会举行“踏青”、“赏红”等庆祝活动，
各地还有“装狮花”、“放花神灯”等风俗。随后，志愿者邀请
市民们参与“赏红”活动，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市民们剪出了
精致的纸花。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隋丽伟

宣传花朝节文化

为增强市民环保意识，提高市民辨别垃圾类型的能力，
1月14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人民公园举办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活动。志愿者用纸盒模
拟垃圾桶，将贴有各类垃圾图标的小纸板作为垃圾，通过情
景再现的方式让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志愿者讲解垃圾分类
标准，使其了解到垃圾可分为干湿垃圾、可回收及不可回收
垃圾等类型。随后，志愿者邀请市民观看垃圾分类情景剧以
加深印象，增强环保意识。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李汶嘉

宣传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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