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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网滨州供电公司不
断深化信息共享服务，提升政务信
息共享的深度和广度，加大“零证
办”“刷脸办”“房产+用电”联合过户
等新型办电方式应用力度，不断提
高客户办电便利度；严格落实延伸
投资界面政策，推广“以租代购”、设
备代维等便利性举措，不断压减客
户办电成本，进一步提升电力“获得
感”和用电满意度。

“房产+用电”联合过
户，整个流程客户“零跑腿”

“你们这个联合过户真好使，昨
天房产刚过户，今天供电公司就打
电话帮我把电表同步过户了，一趟
都没跑就解决了电表过户问题，供
电公司真给力！”日前，享受到“房
产+用电”联合更名过户业务的便利
后，在沾化区政务审批大厅办理完
房产过户的刘女士竖起大拇指称赞
道。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积极对接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等相关部门，利用
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深入研究线上

“房产+用电”联合更名过户流程，每
日同步获取不动产中心过户相关信
息，同时将房产坐落位置与供电单
位对照关系进行匹配，生成预受理
工单，由供电窗口人员与客户电话
核实信息后，转为正式工单，帮助客
户快速办理“房产+用电”联合过户
业务。整个过户流程客户“零跑腿”

“免填单”，就可以实现“房产+用电”
更名过户联动办理，真正做到了“数
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腿”。

依托信息共享，“零资
料”刷脸即可办电

“昨天路过供电所，原本只是想
咨询下如何申请安装电表，我的证
件资料都没带，没想到仅刷了一下

脸，你们今天就来装表送电了，供电
公司的服务真是太到位了！”9月15
日，体验到“刷脸办电”的便捷的冯
先生说。

9月14日，冯先生来到无棣县
工业园区供电营业厅咨询低压居民
新装业务流程，工作人员引导其通
过“刷脸”从政府数据平台获取到相
关证照信息，提交了用电申请。第
二天，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就上门为
其进行了装表送电。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积极对接
市大数据局等相关部门，目前已实
现营业执照、身份证件、不动产登
记等 9类数据的共享共用。与此
同时，该公司不断利用互联网技术
拓宽业务受理渠道，依托政务数据
共享，基于人脸识别验证技术，从
政府数据平台获取身份证、营业执
照、不动产权证等信息，实现了从

“一证办电”到“零证办电”的服务
新升级，让办电业务再加速，真正
让客户体验到了服务创新带来的高
效与便捷。

政企协同，水电气暖
网联合报装

“以前是多个单位分别申请、分
头跑，现在只递交了一份申请，水电
气暖就全来了，主动上门、联合踏
勘，这个模式真方便！”日前，惠民县
第一实验东校区项目负责人孙经理
在联合踏勘现场时说。

9月9日下午，孙经理在政务服
务网上申报填写了《工程许可阶段
申请表》，由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综合服务窗口一窗受理，相关信息
同步推送至相应主管部门和市政公
用服务企业。9月10日上午，惠民
县水电气暖四家专营单位共同完成
了对惠民县第一实验东校区项目的
联合踏勘。

为提高用电、用水、用气、用暖、
通信等公共事业服务质量和效率，
持续提升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不断加强与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等部门的沟通，联合出台了《滨州市
水电气暖网联合报装实施办法》，在
全市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张表单、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一链办理”的市
政公用报装新机制，企业项目立项
后，各专营单位主动对接、并联审
批、联合踏勘，实现“一站式”报装服
务，进一步优化了滨州市水电气暖
网报装工作，提升了滨州市工程建
设项目报装服务的质量和效能。

变压器“共享租赁”，
切实为企业降成本

“变压器租赁真是太方便了，没
想到这么快还这么省钱就用上电
了，必须点赞。”9月13日，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来到山东棣新港务有限公
司项目现场进行走访，了解客户用
电情况并征求意见，项目负责人对
变压器租赁业务称赞道。

变压器“共享租赁”业务的推
出，不仅让客户省去了购买变压器
和安装施工的费用，而且实现了更
快速度报装，让客户不用再为变压
器安装、运维等琐事烦心，得到了客
户的认可和赞誉。国网滨州供电公
司充分发挥电网资源优势，搭建了
客户受电工程租赁平台，提供受电
工程“预装式”租赁服务，客户自愿
选择，最大限度压减了办电时间和
环节，实现了高压客户办电“即插即
用”。9月份，全市已有4家企业签
订了变压器租赁协议，办理了变压
器“共享租赁”业务，共计节省客户
投资130余万元，实现了客户“获得
电力”更便捷、更省钱。

多项便捷举措共用，
提升“获得电力”水平

今年以来，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严格落实“三零”“三省”“零证办”

“帮办代办”等便捷举措，推动滨州
市范围内“一链办理”进度纳入市级
行政审批局统一管控，实现10千伏
及以下电力接入工程“一链办理”常
态化；不断推广“办电e助手”应用，
实现客户、客户经理、设计施工单位
三方线上实时互动，为客户提供办
电进度“物流式”查询；出台《滨州市
全面提升“获得电力”水平三年行动
计划》《滨州市水电气暖网联合报装
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
目标任务、落实主体责任，推出“一
站办”、以租代购、免费设计接入系
统方案等创新举措。

截至目前，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已累计受理线上办电36707件，为
2174 户高压客户完成验收送电，
平均接电时长压减至 28.7 个工作
日。对省级及以上园区和纳入省
级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库的10千伏
企业客户，投资界面延伸至客户规
划红线；实行“项目经理+客户经
理”双经理负责制，为滨州市67户
160 千伏及以下的小微企业投资
至电能表，累计节省客户投资
6275.48 万元，让客户办电省时省
心又省钱。

下一步，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将
持续推进“三零”“三省”服务，全力
做好服务水平提升，深化全景式“阳
光业扩”服务，不断压减办电环节和
时长，确保各项“获得电力”便利性
举措落实落地，全力打造“办电更省
时、办电更省心、办电更省钱、用电
更可靠”的“‘滨’至如归，‘州’到服
务”滨电品牌，营造省内一流的用电
营商环境。

近日，沾化区古城镇文峰小学
开展了“节约粮食从我做起”系列
活动，通过召开“节约粮食从我做
起”主题班会、举行“一米一粟来

之不易，爱粮节粮人人有责”横幅
签名仪式、印发《小手拉大手“珍
惜粮食，杜绝浪费”致家长一封
信》等形式，切实引导学生从细微
处做起，争做节约粮食的传播者、
实践者，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图为文峰小学学生竞相在“一米
一粟来之不易，爱粮节粮人人有
责”横幅上签名。（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丁卫 丁希民摄影）

助人为乐助人为乐

吕明梅:做公益建组织给他人送去关爱
吕明梅，女，1969年4月出生，沾化

区心理健康服务协会会长。2014年，吕
明梅成立了明美心理工作室，连续六年
累计开展普及心理学知识公益课堂78
次。她参加了沾化区婚姻辅导中心的
志愿者服务，迄今已义务开展婚姻辅导

近300小时，让200多对夫妻放弃了离
婚。2019年6月，吕明梅发起成立了沾
化区心理健康服务协会，会员62人。她
还主动承担了关爱孤困儿童“围巾妈
妈”公益项目，带领心理协会为每个孩
子制订个性化的帮扶方案。小林因父

亲早逝、妈妈精神失常，一直跟着叔叔
婶婶生活，不幸的遭遇让其产生了较强
的自卑感，甚至有些自我封闭。为了便
于交流和沟通，吕明梅带着两名与小林
同龄的孩子找到他，通过做游戏、交谈
等方式，让小林消除了隔阂，把自己压
抑多年的心声倾诉了出来。在吕明梅
的带领下，心理协会先后帮助像小林这
样的困境儿童312名。她个人荣获市
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见义勇为见义勇为

耿同恩：70岁老人下冰河勇救落水者
耿同恩，男，1952年8月生，博兴县

吕艺镇崔庙村村民，中共党员。2021
年正月十六下午，崔庙村老人张看不小

心落水，当时气温很低，张看整个身子
浸在4米深的支脉河里，情况十分危
急。正在值班的防疫志愿者耿同恩听

到有人呼救后马上赶到落水点，虽然耿
同恩已经年近70岁，但他毫不犹豫跳
入河中救人。寒冷刺骨的河水很快湿
透了他的棉衣棉裤，增加了救人难度，
稍有不慎他也会有生命危险，但他毫不
畏惧，立即向张看游去，拼尽全力抓住
张看游回岸边，最终将张看救上了岸并
送回家中。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

赵成军：公交司机及时归还重要证件获赞
赵成军，男，1969年4月出生，邹平

市公交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2021年
6月21日上午，张帅乘坐207路公交车

自码头公交站前往邹平市里办理事务。
乘车期间，他不慎将文件袋遗落在公交
车座位边侧，里面装有研究生毕业证

书、硕士学位证书、政治面貌证明、干部
任职证明、报到证、成绩单、教育部学籍
在线验证报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就业推荐表、暑期政务实践证书、组
织挂职锻炼成绩报告等重要文件。赵
承军打扫卫生时，发现了张帅遗落在车
厢内的证件，便第一时间通过证件信息
查找失主，及时将物品归还给了张帅。

敬业奉献敬业奉献

蔺鹏：用爱坚守用心施教的好教师
蔺鹏，男，1988年 9月出生，沾化

区第一实验小学教师，中共党员。他
始终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维护，及时
疏导学生不良情绪，对特殊学生定期
进行家访。晨晨同学刚步入一年级时

因受陌生环境影响及自身性格因素，
不适应学校生活，不仅经常性请假，还
时常尿裤子。蔺鹏就经常找她聊天，
同时和其家长及时沟通。通过努力，
晨晨的学习渐渐有了起色。2019年，

蔺鹏到下河乡支教。看着一张张酷爱
音乐的脸，他决心为当地孩子建起自
己的鼓号队。鼓号队成立后，他探索
出一套新型鼓号队训练方法，经过两
个月的集中训练，孩子们已经能够熟
练演奏《出旗曲》《退旗曲》等鼓号队经
典曲目。蔺鹏先后获得“滨州市平安
校园先进个人”“沾化区优秀教育工作
者”“沾化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等荣
誉称号。

王翠玲，女，1970年9月出生，高新
区青田街道王楼村村民。王翠玲的婆婆
因脑出血导致双腿不能行动，瘫痪在
床。她体谅兄弟姊妹的难处，在承担起
婆婆医治费用的同时，独自担负起照顾

婆婆的重任。为了让婆婆呼吸新鲜空
气，她就推着婆婆外出晒太阳。怕婆婆
生褥疮，她经常为婆婆按摩。几年前，婆
婆又做了截肢手术。由于一时难以接受
现实，婆婆经常发脾气。王翠玲怕婆婆

想不开，就日夜陪伴婆婆，耐心疏导。在
她的精心关怀和照顾下，婆婆慢慢摆脱
了阴影，树立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
心。婆婆大小便失禁，为了不使其身体
受委屈，王翠玲每次为婆婆换好衣物后，
坚持用温水给婆婆洗擦干净身体。冬
天，为了不让老人吃凉饭，她就用一个小
盆倒半盆开水，将饭莱放入盆内温着，然
后一口一口地喂给老人。迄今，王翠玲
已经悉心照顾婆婆十余年。

王翠玲：好媳妇悉心照顾瘫痪婆婆十余年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8月份“滨州好人”事迹简介

竞相签名表决心
争做节粮小模范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打造“‘滨’至如归，‘州’到服务”滨电品牌，提升了客户“获得电力”水平——

信息共享增便利 群众办电“零跑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诚 通讯员 代福永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吴俊本 报道）近日，滨州职
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邀请滨州
市建筑产业现代化职业教育联
盟专家走进校园，共同进行建筑
产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此次

会议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与
规格定位、课程体系构建、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与岗位的对接、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等进行了调研
论证，为人才培育与市场、社会、
行业企业接轨奠定了基础。

滨职建工学院邀请专家
共商人才培养方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王淑琴 报道）为进
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的依法履职
意识，近日，市住建局城建服务
中心组织举办法治专题讲座，邀
请专家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进行详细解读。

讲座上，专家重点围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主
要内容进行讲解，重点介绍了相

关亮点内容以及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并结合案例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分析解读。在下一步的工
作中，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将
围绕工作实际继续抓好相关法
律法规的学习贯彻，通过拓宽学
法渠道、推进学法形式多样化，
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的法治意
识，切实提升依法办事的能力和
水平。

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
举办法治专题讲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吴永强 张宁 报道）
10月11日，滨城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辖区防汛供餐单位开展
了全方位监督检查，全力保障一
线防汛人员饮食安全。

其间，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
防汛供餐单位证照公示、场所环
境、索证索票、餐饮具清洗消毒、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留样、
食品加工、一次性餐盒质量等方
面的情况，敦促各单位确保原料
来源正规、食物烧熟煮透，为一
线防汛人员提供安全营养美味
的餐食，助力打赢洪水防御阻击
战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
法人员立即指导供餐单位进行
了规范整改。

滨城区市场监管局：

严查防汛供餐单位
确保一线防汛人员饮食安全

1.“住房公积金账
户利息知多少”——利
息如何结算？

住房公积金自存入个人公
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
的利率计息，计息期为上年7
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公积
金的存款利率是按结息当日人
民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执行，目前执行的是1.5%。

2.“住房公积金账
户利息知多少”——利
息结算时需要缴存职
工办理具体业务吗？

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与职

工利益息息相关，当年结算的
利息自动计算转存至职工个人
住房公积金账户，全部归职工
个人所有，并且全程无需职工
办理具体业务。

滨州公积金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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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张洪新 王红喜
报道）为加强亲子互动，丰富校
园文化生活，近日，滨城区北城
受田小学开展了“爸妈陪我看电
影”主题课程亲子活动。

活动中，该校组织四五六年
级的寄宿生及家长齐聚学校操
场，共同观看了电影《银河补习
班》，让学生和家长在温情观影

中，领悟爱的真谛，增进亲子关
系。据介绍，滨城区北城受田小
学是一所小学寄宿制学校，住宿
学生由于年龄小，生活自理性和
独立性较弱，刚入学时难免有想
家情绪。为解决这一问题，该校
在本学期专门开设了电影主题
课程，旨在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观影模式，引导他们纾解想家情
绪，快速适应学校住宿生活。

北城受田小学开设
特色电影主题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