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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队伍顽瘴痼疾专项整治内容公开
附举报电话及信箱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办理销户业务后仍存在余额，

因销户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2021年5月
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
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账
户相关证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到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
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对我公司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地营业厅。

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中心营业厅咨询电
话：0534-8283031/8283069

特此公告。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办理销户业务后仍存在余

额，因销户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5月
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
章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银
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身
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到当地供电营
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感谢
您对我公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咨询
属地营业厅。

咨询电话：0534-7617138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庆云县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庆云县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户
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
2021年5月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
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客
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银行卡复印件及银行账户
正常使用相关证明)到当地供
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
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的理解
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地营业
厅，咨询电话如下(区号：0534)

郑店供电所：7614452
铁营供电所：7614426
胡家供电所：7614412
黄夹供电所：7614422
郭家供电所：7614435
化楼供电所：7614457
朱集供电所：7614442
大孙供电所：7614416
孔镇供电所：7614462
杨安镇供电所：7614447
城区供电中心：7614406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乐陵市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乐陵市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
户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
于2021年5月21日前携带相关
证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
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
证复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
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
及银行账户正常使用相关证
明)到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
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
咨询属地营业厅，咨询电话如
下(区号：0534)：

城区供电中心：3885090
经 济 开 发 区 供 电 所 ：

3885180
北铺店供电所：3638622
北 铺 店 所 苏 留 庄 厅 ：

3633122
新盛店供电所：3541818
东李供电所：3511911
东李所雷集厅：3912122
香赵庄供电所：3503081
田庄供电所：3528622
宋楼供电所：3581822
白马湖供电所：3578832
双庙供电所：3557786
双庙所渡口驿厅：3552778
南城供电所：3591511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夏津县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夏津县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本报德州4月13日讯(记者
张磊) 1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要求，进一
步推进德州市政法队伍顽瘴痼
疾专项整治工作，现向社会公开
顽瘴痼疾专项整治内容，恳请社
会各界予以监督。

一、投诉举报具体内容
(一)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

个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
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
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
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
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
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
为的若干规定》)；

(二)违规经商办企业和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

(三)违规参股借贷；
(四)违规违法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
(五)有案不立、压案不查、

有罪不究；
(六)法官检察官离任后违规

从事律师职业、充当司法掮客。
二、投诉举报原则
举报人应本着实事求是原

则，如实反映问题，对利用举报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投诉举报有关事项
(一)受理时间：受理电话时

间为每天8：00—20：00，受理信电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6月
30日后，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反映。

(二)受理范围：主要受理反
映市县两级党委政法委、法院、
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政
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
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三)举报电话及举报信箱：

1 .山东省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第十三指导组值班电话：0534
-2628009，邮政信箱：德州市
A028号邮政专用信箱。

2 .德州市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
0534-2687526，举报信箱：德州
市行政中心南门东侧。

3 .各县市区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
及举报信箱：

德城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2671828，举报信箱：德城区人
民政府大门西侧；

陵城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8221727，举报信箱：陵城区委
大门南侧；

禹城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7366655，举报信箱：禹城市委

大门东侧；
乐陵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6268110，举报信箱：乐陵市兴
隆北大街239号；

宁津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5221617，举报信箱：宁津县委
北楼一楼门口；

齐河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5321412，举报信箱：齐河县综
治中心门口西侧；

临邑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4363165，举报信箱：临邑县委
大门西侧；

平原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8255526，举报信箱：平原县委
大门北侧；

武城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6211703，举报信箱：武城县委
三楼西侧楼梯口处；

夏津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3211123，举报信箱：夏津县委
办公院大门东侧；

庆云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0534
-3321067，举报信箱：庆云县信
访局大门北侧；

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
室举报电话：0534-2562296，举
报信箱：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门口；

德州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
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办 公 室 举 报 电 话 ：0 5 3 4 -
8258510，举报信箱：德州市三八
东路与崇德十一大道交叉口北
200米路西。

本报德州4月13日讯 (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张亚磊) 为

最大限度地利用道路资源，保障
广大市民的安全顺利出行，4月
12日上午，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直属一大队经多次对地毯厂
路口(东风路与德兴大道交叉
口)实地调研决定，将路口东侧
由东向西方向左转车道取消，中
央隔离护栏向北移动，增宽路口
南半幅车道，确保由西向东方向
车辆通行顺畅。

东风路是贯穿德州经济开
发区和德州城区的主要干道，
在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较大，
据该路口执勤民警了解到，在
早晚高峰时段，由西向东方向
车流量较大，车辆经常积压在
路口造成拥堵，甚至有时需要
调节路口信号灯，人工干预才
能正常通行，给市民的出行带
来很大不便。

“占用东口左转车道的左转
车辆平均两个左转时长才能有
一辆，而一个左转时长最多有两
辆车辆，基本上是选择掉头，左
转车道利用效率极低，造成了道

路资源的浪费。”大队设施民警
董晓刚表示，近期很多市民通过
民生警务平台反应，该路口在早
晚高峰时段由西向东方向经常
发生拥堵，经交警部门多次路口
调研，试将左转车道取消，中央
隔离护栏向北移动，增加由西向
东方向的车辆通过率。

据交警部门了解到，在该路
口由东向西驶来掉头的车辆多

为沿岔河西大道方向驶来，这一
部分车辆可提前驶入东方红路
或者文化路，再驶入东风路；由
东风路驶来的车辆，可过路口后
选择可以掉头的路段或路口选
择调转方向。

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
大驾驶员按照地面标线、标牌指
示有序通行，遵守交通规则，安
全顺利通行。

东风路与德兴大道交叉口

由东向西方向左转车道取消
本报德州4月13日讯(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夏梦) 4月
12日上午，德州联合医院义诊
专家团队来到黄河涯镇岳高铺
村，开展“三下乡”义诊 活
动，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基层
百姓。

活动现场，来自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妇科、康复理疗科等
多个学科的专家，热心为百姓
提供诊疗服务，认真回答前来
咨询就诊群众的问题，并提供
中医诊脉，现场免费做心电图、
测血糖、测血压、妇科B超、妇科
检查、孕妈妈免费胎心监护等，
获得当地群众称赞。

德州联合医院开展“三下乡”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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