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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关注

考生饮食怎么安排，要注意什么？

高考期间，营养师建议这样吃

工商银行德州分行牢固树
立“安全保卫无小事”理念，强抓
各项安全目标的落地实施情况，
为日常业务正常运营保驾护航。

严格落实安全保卫教育培
训计划。该行按照培训计划定期
组织开展安全保卫培训，利用
晨、夕会对支行全体员工进行安
防教育，对安全保卫专业制度深
化培训，同时认真做好防抢、防
盗、防暴等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切实提醒各级负责人妥善处理
业务与安全关系，始终绷紧案件
防控这根弦，有效提升了员工的
安全保卫意识及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监督检查，实行“三查”

检查制度。该行加强日常营业办
公场所安全管理，对营业网点、
自助服务区等重点场所实行重
点防范，严防发生案件事故。实
行“当日自查、每日巡查、定期抽
查”的“三查”安全保卫措施，同
时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不断查
堵问题漏洞，消除风险隐患。

严格落实应急演练工作。该
行制定了《网点及各部门安全保
卫工作部署》及《突发事件应急
演练方案》，按计划定期组织开
展应急预案演练，将应急处置演
练与安全防范设施进行调试；分
行报警监控中心、110指挥中心、
营业网点三级联动，做好报警测

试工作，以此保障报警系统正常
运转，有效防范犯罪分子的不法
侵害。

健全机制强化履职。该行以
落实安全保卫工作责任为契机，
建立落实安全保卫工作长效机
制，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各岗位
人员的责任履职。严格落实值班
制度，按时进行区域巡查，做到
值班必“三查”即检查消防通道
是否畅通、门窗是否锁闭、消防
器材是否齐全等。严格遵守安全
生产管理规定，并将检查、整改
结果纳入日常考核，实现“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
工作要求。 (布玉路 宋开峰)

工商银行德州分行安全保卫工作常抓不懈

工商银行德州分行始终将
营业网点疫情防控工作放在重
要位置，采取多项措施强化疫情
防控，为客户提供了安全卫生的
营业环境。

坚持“两查一看”。在各网点
门口处设立专岗，对于进入网点
的所有客户逐一进行查体温、查
健康码、看是否戴口罩。对于没

戴口罩者，逐一劝导佩戴口罩进
入营业厅。网点还准备了备用口
罩，对于特殊情况者，网点提供
一次性口罩供客户使用。

坚持设备消毒。工行网点内
都配备了大量的自助设备，为了
避免接触性传染，彻底消除风险
隐患，各网点安排专人负责对大
堂内各类设备、用具进行酒精擦

拭消毒，确保客户安全使用。
坚持现金消毒。工行网点内

的现金每天集中进行紫外线消
毒，确保对外支付的现金的防疫
安全。

通过以上措施，使工商银
行营业网点成为疫情防控的
安全温馨场所，得到客户信赖
和好评。 (布玉路 宋开峰)

工商银行德州分行扎实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班长，今天到账的电费款
上午能全部录入营销系统，没问
题！”、“班长，前天支付宝的钱已
与银行联系，下午一定能到账，
请放心！”6月22日，国网平原县
供电公司抄表班的班前会上，班
组成员简短汇报后，陆续投入各
自工作。而几个月前的班前会却
是截然相反。

几个月前，从系统录入到电
费结算，从部门协调到外界业务
的对接，大事小情全都挤压到班
长一人身上。特别是班前会，“班
长，这笔款你联系下吧！”、“班
长，系统又出问题了，你给看一

下吧！”、“班长，这项指标不是我
是吧？这我可管不了！”班前会成
了问题矛盾的“上交会”，班组上
下等、靠、耗的现象普遍，消极怠
工的氛围严重影响到班长各项
任务的高效开展。

从难处“开刀”，从病处“下
药”。先由班前会入手，改变原来
班前会由自己一人发言的传统模
式，让每位班组成员在班前会上
总结自己前一天的工作完成情
况特别是指标完成情况，让大家
切实感受到班组各项工作及指
标不是班组长一个人的，是与每
位成员密切相关的，大家应该发

扬主人翁的精神把自己本职工
作干好、干精。班长针对班组成
员分管指标每天完成的情况总
结，指出不足和亮点。同时,班组
成员运用头脑风暴法展开大讨
论活动，集思广益，确保班组各
项工作及对标指标可控、在控。

很快，班组成员每日工作总
结的问题和困难越来越少，经验
和亮点越来越多，不仅班前会不
再流于形式，班组工作氛围也变
得积极主动，蓬勃向上。每个人
都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去，
班务与任务成了相辅相成的好
兄弟。 (董翠 宋真)

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创新管理新模式 激发班组新活力

为进一步丰富业主生活
乐趣，端午节期间，“幸福家
年华-社区夜市节”首站在德
州万达华府小区举行，活动
为期三天，由山东省诚信行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德州万
达华府业主委员会主办。多
种多样的商品、价格实惠的
扶贫项目、以物换物的跳蚤
市场等活动提供300余个公
益摊位。

6月25日正值传统节日
端午节，傍晚时分，德州万达
华府C区广场便已灯火通明，
热闹不已。100余个摊位依次
坐落在广场两侧，摆放着各
类百货与农副产品。与此同
时，包粽子比赛火爆开启，选
手们技艺高超、喝彩连连，一
派热闹、和谐景象。“非常开
心参加这样的活动，一方面
能增进邻里、物业和业主之
间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真
正的方便业主购物，实惠、便
捷。”业主委员会主任周洁表
示。

“我们举办夜市的本质
是社区公益集市，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感受夜经济的发
展。物业为商家提供统一规
格的摊位和服装，还赠送了

开业礼品，目的就是为了搭
建一个和谐、愉快的创业分
享平台；“幸福家年华-社区
夜摊节”也将作为诚信行物
业2020年全新的系列社区活
动，点燃夜市经济，撬动消费
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德州万
达华府主管王桂凯介绍，加
入商家多为小区业主，经营
产品为居民小物件和蔬菜水
果等。同时，严控入市流程，
设立台账、全程消毒，确保活
动安全有序进行。

万达华府业主李女士
说：“活动组织得真好给业主
提供了方便，特别是疫情期
间物业及业委会人员真的很
辛苦！希望以后多搞了类似
的活。”

据悉，德州万达华府社
区夜市的营业时间是晚上5
点到9点，由德州万达华府小
区业主、万达金街的商户及
扶贫农产品三部分组成，现
场志愿者多为小区物业管理
处人员，负责各项志愿服务
活动。活动以手作文创、潮流
饰品、农副产品等为主，凸显
产品文化之美，渲染市集生
活之美，旨在进一步丰富生
活乐趣，拉近邻里关系。

“迷你版夜市”

现身德州万达华府小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金刚

本报德州6月29日讯(记
者 李梦晴 通讯员 许
超) 6月23日，乐陵市2019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顺利通
过德州市农业农村局会同第
三方的全面验收。

据了解，乐陵市2019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址
花园镇，建设面积3万亩，涉
及33个行政村，其中高效节
水面积2 . 7万亩。项目区北
至镇界，西以鞠家、南张店
村界、前进沟为界，南至前
鲁支沟，东至德惠新河和市
界。自2020年1月15日项目开

标实施后，市委、市府高度
重视项目推进情况，市农业
农村局紧密部署，挂图作
战，克服时间紧、任务重及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于6月
10日完成项目建设，12日完
成自验。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通
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治理，实
现农电配套，增强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抗灾能力、节水能
力，初步测算，可节约用地
390亩，年节约用电62 . 1千瓦
时，节约用水348万立方米，
增加收入360万元。

乐陵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验收

本报德州6月29日讯(记者
孙文丽 ) 高考马上就要开始
了，最后阶段饮食变得尤为重
要！孩子吃什么可以抗疲劳？怎
么吃可以缓解孩子考试压力？又
有什么东西最好别吃？家有考生
的家长都想在如何给孩子补充
营养，却又不知“从何补起”。

6月28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就高考前的饮食问题，采
访了德州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
科营养师杨莉。杨莉表示，今年
高考正值小暑时节，家长要警惕
考生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保证
三餐合理搭配，适当增加营养。

“早餐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淀
粉的主食，可补充大脑必需的能
量，对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较好的
考试状态也有很好的效果。”杨
莉告诉记者，高考生学习比较紧
张，很多学生不吃早餐或是草草
应付，这样会严重影响一天的精
力。血糖是大脑的直接能量来
源，保证大脑的血糖供应，才能

保持大脑的兴奋度。因此，要给
孩子每天吃够主食，且主食中三
分之一应是粗粮，以保证血糖的
缓慢、持续上升。

杨莉说，一上午的学习或考
试，学生身体内的热量和各种营
养素消耗很多，需要通过午餐补
足。午餐应该吃饱吃好，但吃饱
不是吃撑更不是暴食，八分饱最
合适。可吃些肉类、鸡蛋等含能
量较高的食品，蛋白质是一切细
胞的基础，其中的谷氨酸还能起
到活跃脑细胞的作用，它为午后
考试活动做好准备。

“晚餐要补充全天消耗的体
力和脑力，并为第二天积蓄能
量，所以应以易消化为标准，但
不可吃得过多、吃得油腻。”杨莉
提醒广大家长，很多考生有熬夜
复习的习惯，如果临睡前吃一些
难消化的煎炸食品，会给肠胃造
成很大的负担，可适当在22时-
23时加餐，但是食物要以容易消
化、吸收的糖类食物为主，也可
在睡前喝一杯温牛奶或小米粥。

此外，家长应注意不要突然
改变孩子的饮食习惯，切忌盲目
服用营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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