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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电力

点亮心灯
——明星电力公司多举措保障农民工温暖过节

春节，路灯下的蜿蜒小径，窗棂里的温暖明
亮，餐桌上的团圆饺子，还有母亲精心烹制的那
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浓汤，都是归乡游子回家路
上心心念念的美好记忆。这更是明星电力人守
护光明，保障返乡人员温暖过节的奋斗初心。

全程守护
多维服务点亮心灯

把用户当家人，把服务当家务。在万家团聚的新

春佳节，明星电力人把守护家人温暖过节作为家中最

大的事。

早在迎峰度冬开始时，电力小哥就进行了专项线

路登杆检查、配变台区整治、避雷器轮换等工作，尽力

杜绝线路设备带病运行。开展线路通道排障，清理竹

树障碍 60939 棵。清理和整改高低压线路跨越弱电线

路、铁路、公路、房屋等 545 处。对跨鱼塘、河流导线

进行绝缘化改造 414 处。

在明星电力公司“科技兴企、二次创业”战略引领

下，公司已实施智能电表换装 42 万只，考虑到远程费

控用户欠费后，系统会自动断电。公司持续构建多渠

道缴费网络，推出超市代收、24 小时 ATM 自助缴费终

端、支付宝、微信、银联等移动、远程智能缴费方式。

为了让这些便捷的缴费方式真正让返乡人员知晓、使

用，公司组织客户服务人员走进场镇，面对面宣传推

广，手把手引导返乡人员下载“明星电力”APP，让他

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家中用电情况，

查询电费余额，及时缴购电费，让家中电不断、与家人

心相牵。宣传中，一位老人接过宣传单，叠了又叠揣

进衣服口袋，认真地说：“手机缴费我搞不懂，回去喊

我儿给屋头交，他们年轻人搞得懂，在手机上把电费

交了，我就可以少走两步。”

节日期间，明星电力公司“962501”服务热线还特

别增设服务坐席，确保有效接通返乡人员咨询来电，

并对接 24 小时运维抢修值班人员，一旦接到电力故

障报修单，将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组织电力恢复。

其中，城区限时到达时间为 20 分钟，乡区为 90 分钟。

家，是奋斗的动力，是肩头的责任，也是停泊的港

湾，无论走到哪里，家乡的柴门犬吠、灶台炊烟，家中

的慈母老父、儿时玩伴，都是烙在游子心中永恒的眷

恋。一年一度返乡季，一生一世电力人。每一个重要

的日子，明星电力人为用户想在前面、干在实处，用坚

强电网将源源电能输送到千家万户，用明星大爱将返

乡游子的心灯点亮！

主动摸排
电力小哥送电上门

“注意用电安全，有什么问题、故障打个电

话，我们第一时间赶来处置。”“小朋友一定不

要用手指触碰插座和接线板上的插孔，以防触

电。”“春节打扫电器或更换灯泡时，要先断开

电源”……一句句叮咛的话语，温暖着返乡人

员，让他们深感家乡的温暖。

为了让返乡人员用电无忧，公司组建了电

力服务小组，对返乡人员家庭用电情况、线路设

施设备等进行调查摸底。针对部分家庭长期无

人用电、室内线路设备缺乏维护、老化陈旧等安

全隐患，组织进行上门线路设备检修维护服务，

并特别提醒外出人员注意家中空巢老人和留守

儿童的用电安全。在清理帮扶安全用电的同

时，电力小哥还现场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册”和

印有抢修电话、责任人姓名的“便民服务卡”，

以专业、便捷、高效，将返乡人员电力保障落到

实处，架好供用连心桥。

据统计，节前，明星电力公司已为 500 余户

返乡人员复电，解决各类用电问题 74 件，发放便

民服务卡 830 余张，安全用电宣传册 1200 余份。

使命必达
源头保障团圆之光

一年的辛苦、一年的牵盼，千千万万外出务工

人员整理行装，踏上春节返乡路途。这一年，1800
多明星人肩负“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使命责任，压

茬推进农网改造与低电压治理工作，努力让更多

城乡居民用上“小康电”。

明星电力公司将低电压治理与农网改造工作

统筹推进，竭尽全力助力全面小康。 2018 年，公

司使用省公司投资和自筹资金共计 1.67 亿元，新

建改造配变及台区 810 个，改造高低压线路共

835.576 公里，受益户数 52030 户。截至 2018 年底，

供区内农网改造完成 475 个村，占供区 667 个行政

村的 71%，其中贫困村 105 个，占 115 个贫困村的

91.3%。一个又一个“电力扶贫改造台区”矗立在

贫困村的田间地头，公司实施的农网项目连续 3
年在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农网工程五十

佳”中占据席位。

2019 年全面完成贫困村农网改造，2020 年全

面完成农网改造和低电压治理的工作目标，是明

星电力公司的郑重承诺，催促着明星电力人风雨

兼程！

■曾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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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501”服务热线坐席 标准规范的电力扶贫改造台区

“我们全家都很兴奋，马上着手

装修，打算 3 月就入住！”1 月 17 日下

午，在位于任家渡·山水（A 区）安置

小区 7 栋的新家里，但功华一边指导

工人装修，一边高兴地说，做梦都没

想到能过上如今的好日子。

现代化的设计，宽敞的地下停车

场，便捷的交通……走进河东新区任

家渡·山水（A 区），很难相信这是一

个安置小区。经过前期的精心规划

建设，2018 年 12 月 18 日-21 日，1700
余户居民抓阄选房，将入住已建成的

任家渡·山水（A 区）和即将建成的任

家渡·田园（B 区）。如今，任家渡·山

水（A 区）新居装修热火朝天，已有居

民迫不及待住了进来。

高标准建设安置小区
居民生活配套一应俱全

但功华是原任家渡村 2 组居民，

说起如今的生活，他感慨万千，“以

前河东二期没有开发时，我们祖孙几

代挤到一个房子里头，周边生活配套

也不方便……”但功华告诉记者，这

次选房，他们一家在任家渡·山水（A
区）分到了一套 105㎡的电梯房，在

任家渡·田园（B 区）分到了三套房，

未来还要分三套房，一大家子的居住

条件彻底改善。“如果不是政府开发

建设，我们住不上这么好的小区，说

不准现在还在踩着泥巴过日子。”

“小区的设施设备都很齐全，绿化

也做得很好。我们接到房子时水电气

都齐全，连厨房和厕所都装修好了，拎

包就可入住。”但功华说，河东新区安

置房的高品质大家有目共睹，比好多商

品房也不逊色，小区融入海绵城市建

设，周边学校、社区、商铺、医院一应俱

全，“以后孙儿出门就可以上学，我们

一家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优服务重管理
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从农村到城市，棚户改造项目改

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还有生活模式

和生活品质的改善。

“规划建设上去了，服务管理自

然不能落下，只有这样才能让居民住

得舒服。”河东新区二期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何绍兴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

提升小区管理水平，河东新区特地聘

请遂宁市金安物业服务公司入驻，对

小区绿化、卫生、秩序等进行全面管

理。小区物业费除了由居民缴纳很

少一部分外，其余均由政府买单。居

民缴纳的费用虽然低，但管理和服务

却不低，“即使晚上也有保安巡逻，

保护小区安全。”

规划超前质量优良
百姓共享美丽新城

高标准建设安置小区，不仅圆了

河东百姓的安居梦，也让新区建设之

路更顺畅。

站在任家渡·山水（A 区）小区门

口就可以看到，任家渡·田园（B 区）、

任家渡 C、D 区小区建设如火如荼并

初现雏形。河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策划设计部副部长鄢红波

告诉记者，河东新区二期安置房项目

中，任家渡 B、C、D 区预计 2019 年底

交房，水寨门棚户区 2019 年 5 月将交

房，二教寺棚户区、马田棚户区、钟

灵寺棚户区等项目也将在 2019 年开

工建设。

傍水而居，悠然自得，这是大多

数人的理想居住模式。对河东二期

居民来说，实现傍水而居不再是梦

想。记者了解到，未来河东二期重点

发展金融、文化创意、健康养老、科

创科技、总部经济，建设智慧园区，

实施“引水入城、河湖联通”，塑造

“岛状发展、蓝绿交织“的城市形态，

呈现“水城相融、产城一体”的水都

盛景，将打造“蜀风横溢、旷幽清雅”

的西蜀园林，建设中国西部水都、

“东方威尼斯”。“河东二期是我市重

点开发建设的区域，相信未来我们的

生活会越来越好！”但功华感叹道。

（全媒体记者 杨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1 月

22 日下午，河东新区 2019 年农民工

迎春座谈会在新区管委会一楼会议

室举行。河东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刘

小龙，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

蓓，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各街道负

责人等与驻区企业代表、在外务工返

乡的农民工代表、农民工党员代表、

返乡创业就业农民工代表、在新区务

工的外地农民工代表等欢聚一堂，共

谋发展，共话未来。

会上，新区领导与农民工朋友一

起观看河东新区宣传片，面对面拉家

常，了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返乡创

业、家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倾听农

民工的呼声诉求，征求农民工对新区

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周蓓对河东新

区推进返乡下乡创业和农民工服务

保障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在听取农民工发言后，刘小龙表

示，中央、省、市先后出台诸多政策举

措，帮助农民工就业、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先后召开农民工座谈会，传递党

委、政府对农民工的关心重视，传递家

乡人民的亲情牵挂，河东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也把做好农民工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刘小龙从家乡发展潜力越来越

“强”、家乡城市建设越来越“美”、家

乡环境质量越来越“优”、家乡幸福指

数越来越“高”四个方面，对农民工关

心的新区发展情况作了介绍。

“新区的发展，是 15 万党员干部

群众的心愿，也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

踊跃参与、积极支持和倾情奉献……”

刘小龙表示，希望农民工朋友们坚定

信心，自强不息、增强本领，提升能

力、热爱生活，融入城市、保重身体，

回馈社会，同时向新区在外务工创业

的所有人员，以及来新区务工创业的

所有人员，表达新春的祝福。

河东新区召开 2019年农民工迎春座谈会

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任家渡·山水（A区）

居民喜迁新房 共享美丽新城

关心关爱农民工

河东新区召开
2018年述职述廉述学述法测评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1 月

17 日，河东新区 2018 年述职述廉述

学述法测评会议在新区管委会一楼

会 议 室 召 开 。 河 东 新 区 党 工 委 书

记、管委会主任刘娜及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在家领导出席会议，正副调

研员、各单位主要领导及干部职工

代表参加会议。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刘小龙主持会议。

会上，29 名单位主要负责人代表

所在单位作了 2018 年度述职述廉述

学述法报告，全面总结了一年来履

职尽责、学法用法、工作效能、党风

廉政建设等情况，客观分析总结了

自身存在的不足，并进一步明确了

今后的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

会议还对副科职以上干部进行

了评议，对部门年度工作述职、述

廉、述学、述法等情况进行了民主测

评。

河东新区开展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1 月

21 日-24 日，河东新区开展教育系统

党性教育培训，新区各公办中小学、

幼儿园在编教师及编外教师、新区

督导室督学 390 余人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河东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社会事业局局长黄鹏作了动

员讲话。他说，近年来，河东新区党

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党建工作，狠

抓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开展了一系

列党性教育活动，建设了一支思想

素质高，政治意识强，工作作风过

硬，业务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党员干

部教师队伍。 2018 年，新区教育系

统围绕“3+2”体系建设，各校园将党

建体系放在首位，周密部署，精心谋

划，初见成效。本次新区教师队伍

党性教育培训活动将围绕党的奋斗

历程和优良传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六次和七次全

会精神、党性教育、立德树人、家风

家教、心理健康、教师礼仪等主题，

进一步培养新区广大教职员工的政

治意识、大局观念、党性修养、职业

修养。

市总工会慰问组走访慰问新区困难职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1 月

17 日，市总工会经审委主任黄国军一

行深入河东新区困难职工群众家中进

行走访，为他们送去节日的慰问。

慰问组走访慰问了邱长国等 3
名困难职工，并为他们分别送上价

值 200 元的慰问品。黄国军与职工

进行交谈，询问他们的生活工作情

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奋发图强，

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好。困难职工对工会

给予的关怀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

表示今后将勇敢面对困难、积极生

活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