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邵舒琨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进村入户访企，保障夏季安全用电

夏季来临，荣成气温
高、降雨多、负荷高，极易造
成线路及用电设备隐患。为
保障客户夏季用电安全，自
6月21起，国网荣成市供电
公司开展为期1个月的“进
入企业送安全、进大棚送温
馨、进学校送关爱、进社区
送保障”为主题的“四进”送
安全活动。

活动期间，国网荣成市
供电公司帮助企业巡视检
修企业用电设备，排除设备
安全隐患，帮助提供用电安

全咨询和培训，确保企业用
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同时
为企业客户设立专门服务
经理，一对一服务保障企业
用电需求。

在大棚，国网荣成市供
电公司员工对蔬菜种植户、
畜牧养殖户私拉乱扯临时
用电进行排查，对存在的安
全隐患及时帮助农户处理。
同时，张贴发放安全用电明
白纸、漫画，增强农民安全
用电知识。在学校，公司员
工为学生带去安全用电课，

向学生讲解安全用电常识，
触电急救等知识，并检查排
除学校用电隐患。在社区，
公司员工走村入户，宣传安
全用电常识、张贴宣传册，
接受百姓用电咨询，并帮助
解决用电难题，提高百姓安
全用电意识。此外，国网荣
成市供电公司还开通“安全
用电直通车 "，将安全生产
知识制作成录音带，在农村
大集人口密集区域巡回播

放，潜移默化地提升百姓安

全用电意识，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认可和赞扬。

下一步，国网荣成市

供电公司将继续严抓安全

管理，严守安全红线，确保

人身、电网、设备安全。同

时，针对即将到来的迎峰

度夏用电高峰期，开展“安

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活

动，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

高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处 置 能
力，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的
电网安全稳定。

(王路平)

110千伏崖头变电站完成检修

7月5日，国网荣成市
供电公司员工经过两天的
奋战，完成了110千伏崖头
变电站的检修工作。

110千伏崖头变电站
是荣成城区重要的枢纽联
络站，肩负着周边数个乡
镇的电力供应，随着气温
的逐渐升高，全市的用电
负荷不断攀升，为保障崖
头站的供电可靠性，国网
荣成市供电公司提前谋
划，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全
方面的检修维护工作。

检修开始前，工作负
责人为所有的一、二次检
修以及运维人员测量体

温、信息登记，之后相关工
作人员方可进入现场。疫
情期间，国网荣成市供电
公司不仅严把疫情防控责
任关，而且坚决贯彻上级

“复工复产”的重要指示，
两者结合严格规范作业人
员的衣着防护、工作距离、
消毒用品等，切实加强现
场人员管控，将疫情防控
做到实、做到位，确保做到
疫情防控、全年重点任务

“两手抓两不误”。
本次的检修任务主要

为：主变检修、110千伏荣
崖线111开关备自投装置
调试、一次设备例行试验、

二次回路及保护装置检
查、开关联动试验等。为保
证检修工作安全、高效地
开展，检修工作开展前，相
关负责人对现场作业人员
进行了详细地危险点交
代、工作任务布置。所有的
工作班成员对现场停电方
式、设备运行状态都有了
明确认识。检修开工前一
天凌晨，检修人员、调度人
员经过数小时奋战，将崖
头站1号主变间隔、110千
伏I段母线间隔、110千伏线
路间隔、110千伏母分间
隔、35千伏I段母线等设备，
由运行改至检修状态，并
且在现场按要求布置安全
措施。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始终以“迎峰度夏重点工
程不延期，年度工作计划
要确保”为目标，坚决保障
全市的民生用电、工业用
电。下一步，将继续加大设
备的巡视和隐患排查力
度，利用好封网期间的空
白时间“苦练内功”，提升
事故的响应速度和修复能
力，为坚强荣成电网提供
可靠的技术支撑。(王路平)

荣成市人民医院组织开展

“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活动

荣成市人民医院党委班子成
员分头走访慰问了4名党龄在40
年以上的离退休老党员。

6月3 0日，医院党委书记吕
红权，党委委员、副院长李新成
到老年病科看望了正在接受住院
治疗的医院离休老党员阎星，关
切地询问了老同志的病情及身体
恢复情况，把党组织的关心与祝
福送到了老党员的病床前。老同
志十分感动，连声感谢党组织的
关怀。

7月1日上午，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董凯，党委委员、副院长李
新成，党委委员李志壮分别带领
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上门看望滕

文礼、沈锡富、孙传卿三位老党
员。他们积极询问老党员、老干部
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并为他
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及慰问品。
老同志们则纷纷表示要退休不退
党，以终生奋斗的精神确保党员
本色永不褪色。

医院党委班子表示，关心老
党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
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医院通
过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及思想
情况，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帮扶
与激励，使他们在健康生活、安享
晚年的同时，继续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用心用情用力关心支持医
院发展。

荣成中医院崔华秀参加国家中医医疗队

奔赴青海开展巡回医疗

7月11日 ,荣成市中医院组织
召开”医务科主任崔华秀同志参
加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青海巡回
支医欢送会“。院党委书记房建壮
传达了此次支青巡回医疗工作的
具体安排，医院党委班子成员及
部分职能科室主任代表参加欢送
会。

会上，房建壮对崔华秀进行
了叮嘱，希望她在此次巡回医疗
活动中要发扬风格，提高政治站
位，圆满完成此次任务。

党委副书记、院长孙谊、党委
专职副书记高建忠、副院长王浩、
毕旭东也对崔华秀同志一一进行
了嘱托。

崔华秀在会上发言表示，“此
次参加健康扶贫国家中医医疗队
巡回医疗工作，我感到十分光荣，

我一定遵守上级的工作指示安
排，服务青海人民，做好民族团结
工作，发扬荣成卫生人敢于攻坚
克难，无私奉献的精神，一定不辜
负医院对我的期望，向组织向鲁
青两地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

近年来，荣成市中医院在援
助支医方面表现突出，对贵州纳
雍、重庆云阳以及青海门源等地，
先后派去多名优秀医师对当地进
行援助，此次崔华秀同志参加国
家中医医疗队再次支援青海，既
是对去年荣成市中医院青年医生
代表祝礼芸在青海支医工作的高
度肯定，同时也是在这个新时期
对荣成市中医院寄予了深切的厚
望。

(王金玲 姜斐)

荣成市中医院召开
院感管理委员会及多重耐药菌联席会

7月 8日，荣成市中医院
召开第一次院感管理委员会
会 议 及 多 重 耐 药 菌 联 席 会
议。

会上，感控办于江静主
任对近期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作了汇报。她从新冠肺炎的

各级防控会议精神、防控指
南、防控培训(理论、技术、流
程 )、防控督导、上半年多重
耐药菌科室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
对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部署。重点对预检分诊、发

热门诊正确的处置流程，个
人防护服的穿戴、环境的清
洁与消毒、医疗废物管理等
细节问题作了具体要求，切
实提高院感防控能力及判断
处置能力。

(王金玲 孙筱楠 )

荣成市中医院开展新冠肺炎疫情培训及考试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荣成市中医院认真
落实上级要求，进一步强化全
院职工对于疫情防控意识，7

月8日上午10时，由医院医务
科牵头联合感控办、护理部组
织新冠肺炎相关知识培训及
考试。此次培训分为两批轮流

进行，全院600余人全部参加
培 训 及 考 试 ，通 过 率 达
96 . 2%。

(王金玲 王磊)

荣成市中医院启动第一轮巡诊

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践行为民服务解
难题的目标任务，着力提高农村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
地服务农村百姓，增加群众就医
获得感。荣成市中医院组成巡回
医疗队分别到滕家、大疃、崖西、

俚岛、寻山等8个乡镇共228个村
开展“医疗专家下村巡诊活动”。

巡诊活动由眼科、内分泌
科、心血管病科、骨伤科、针灸推
拿科等专业的医护人员组成了
10组专家医疗队，每组6-7人，循
环出诊，由于炳好主任亲自带

队，每日按照计划有序进行。自
2020年3月28日活动启动，至6月
30日，历时3个多月，完成了第一
轮的医疗巡诊，共累计参加的医
生、护士1257人次，受益群众达
6500人次。

(王金玲 邹伟伟)

荣成市人民医院：将军碑前承遗志 誓言铿锵唤初心

为进一步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践行理想信念，坚定初心使
命，6月9日、10日，荣成市人民医
院党委组织党员分两批参观荣
成市伟德将军碑廊，在感受将军
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的过程中，
进一步激发全体党员的爱国热
情,凝聚奋进力量,在疫情防控、

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等各项工作
中更好地发挥先锋作用。

通过走进红色爱国教育基
地，让党员们回顾党的奋斗历
程，深刻感受到了党的伟大、祖
国的伟大、人民的伟大，从而将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灵魂，不断汲
取奋进的力量。全体党员纷纷表

示，要铭记革命前辈为国家、为
人类解放事业所付出的艰辛，认
真学习革命前辈为国尽忠，报效
国家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
忘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以
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干
好本职工作，为人民群众的健康
事业不懈奋斗。 （李煜）

崂山街道卫生院开展安全生产讲座及消防应急演练

近日，崂山街道卫生院组
织全院职工开展安全生产讲座
及进行消防应急演练。安全生
产讲座于8时在三楼会议室开
始，全院职工参加，会议由院安
全生产领导小组组长王强院长
主持，王强院长强调了安全生
产的重要性，要求全院职工要

从思想上时刻重视安全生产并
在会议上通报了我院本月安全
生产日常检查的情况，对发现
漏洞的科室及工作人员做出限
期整改的决定。院安全生产小
组副组长王传君副院长详细的
讲解了各类消防器具的使用、
保养、维护，以及在突发火灾时

如何自救、如何快速安全的疏
导患者撤离、如何应用消防器
具进行灭火。

会议结束后，消防应急演
练正式开始，各楼层的消防负
责人员，迅速应用各楼层灭火
器具进行灭火，演练取得圆满
成功。 (毕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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