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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6 月 17 日一大早，东昌府区新
区街道阿尔卡迪亚小区“红帮带”
志愿者服务队便在队长王桂荣的
带领下开始了当天的工作：巡查小
区的环境卫生，看望高龄独居老
人。

在阿尔卡迪亚小区，社区每月
都会开展主题楼道打造等邻里文
化活动，发动居民参与，并现场公
示积分。在每季度开展的评选中，
王桂荣等“正能量积分大户”脱颖
而出。

“正能量积分”是新区街道破
解阿尔卡迪亚小区“老大难”问题
的一种尝试。该小区有居民 7482
户、30000 余人，是名副其实的万人
小区。“由于邻里间大多数都很陌
生，居民很少有人关注公共利益，
楼道乱贴乱画、乱堆乱放等情况时
有发生。”街道干部陈静介绍，该
街道结合社区党建，在该小区试点
建设主题楼道，并实行全员积分制
管理。

试点建设中，社区组织居民对
楼道进行主题打造，目前已涌现出

“德育家”“书香家”“园艺家”“拍客

家”等主题楼道。“书香家”楼道里挂
有居民的书画作品，设置了“共享书
架”；“园艺家”楼道有盆栽作品、相
关书籍、种植工具以及肥料；“拍客
家”楼道则集纳了优秀摄影作品和
拍摄技巧指南……

邻里携手打造井然有序、洁净
明亮的楼道环境，增进居民间的情
感沟通，催生了一批关注公共事业
的小区“热心肠”。“红帮带”志愿者
服务队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
支平均年龄 50 岁的小区居民志愿
者队伍，义务清理小区垃圾，得到
邻居们的一致好评，进一步增强了

居民的归属感，带动更多居民走出
小家，融入大家。“现在进了小区就
像进了家门，邻居之间的沟通多
了，幸福指数也高了。”辖区居民许
丽表示。

志愿者走上居民自治岗位后，
不仅营造了和谐友善的生活氛围，
还使社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水到
渠成。

“积分制提升了社区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居民成为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的中坚力量。”陈静介
绍，该街道的创城工作已从“独角戏”
转变为“集体舞”。

从“独角戏”到“集体舞”
——东昌府区“正能量积分”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6月18日，开发区园林工作人员头顶烈日，在修剪黄河路路边的绿篱。
夏日里的绿篱生长异常旺盛，繁枝茂叶直接影响整体美观。开发区根据各类绿篱的生长情况，适时开展绿篱修剪工作，剪除病虫枝和干枯枝，修理出整齐的

造型，清理出杂草，以进一步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市民幸福感。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汛期来
临，如果受灾群众需要转移，应该怎么
办？6月17日，市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
防治和救援管理科副科长张浩介绍，
我市已制定了受灾群众集中转移安置
及基本生活保障方案，一旦发生险情，
我市将在第一时间尽全力做好撤离人
员安置与管理。

“春季易旱、夏季易涝”是我市典
型的气候特点。近年来，汛期极端强
降雨多发频发，防御防守任务较为艰
巨。我市高度重视防汛工作，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守牢安全底
线、强化责任担当、科学统筹安排，各
级各有关部门高标准、高效率做好迎
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我市安全

度汛。
一边做好迎汛备汛，一边做好救

灾安置预案。目前，我市市县乡三级
均制定了受灾群众集中转移安置及基
本生活保障方案，确定了近百个群众
转移安置点，明确了转移安置点具体
位置、转移路线、转移责任人等情况。
根据汛期群众转移安置方案，6月7日，
我市多部门联合在金堤河（莘县段）组
织开展防汛应急避险转移演练。

汛期已经到来，市应急管理局将
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水情信息，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一旦发生险情，将第
一时间尽全力转移所有受威胁地区人
员，做好撤离人员安置与管理，确保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

高标准高效率迎汛备汛

我市确定近百个转移安置点

本报讯（记者 苑莘） 高温预警，
用电激增！记者从国网聊城供电公司
获悉，6月20日13时11分，聊城电网全
网用电负荷达到490.9万千瓦，连续两
日刷新历史最大负荷纪录。该公司采
取跨区县“挖潜”等措施，确保群众清
凉度夏。

进入6月中下旬，我市遭遇持续高
温湿热天气，最高气温达40℃，电力负
荷连创历史新高。持续增长的电力负
荷给度夏期间电网平稳运行带来了较
大挑战。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强化计划
刚性管理，精准预测电网负荷，科学安
排电网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故障
抢修和应急响应，提高全市供电保障
能力。

气象部门预计，聊城地区将持续
高 温 天 气 ，电 力 负 荷 或 将 持 续 攀
升。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将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结合温度变化和设备运
行状况，动态开展负荷排查，优化电
网运行方式，强化全网统一调度，发
挥电网资源配置作用，挖掘跨区跨
县电网通道送电潜力，全力满足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用电需
求。

在此，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呼吁广
大市民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节约用
电，减少高峰时段用电需求、保持电力
供需平衡，将空调温度设置为不低于
26摄氏度，尽量错峰用电，倡导绿色低
碳生产生活方式。

电网负荷连创历史新高

聊城跨区县“挖潜”保清凉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大家通
过阅读学习了理论知识，思想得到了
升华，有助于提高自身服务保障水平，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6月21日，谈及参与读书活动的感
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海燕这样说。

6月17日，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书香润机
关”读书学习培训活动，进一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读书学习的
重要论述，开展好“书香机关”建设工
作。

按照前期学习活动安排，中心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开展读书活动，

通过自学、集中学习、小组研讨等多
种形式开展学习和讨论活动。重点
学习了《农业 4.0 即将来临的智能农
业时代》《读懂中国粮食》《奋力迈上
共同富裕之路》《百年大党面对面》等
书籍。

读书活动中，中心干部职工结合
自己读书后的所思所想，深入联系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实际，畅谈自己
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认识，谈自己学习
后的感受和收获。大家围绕农业数字
化和农业现代化畅所欲言，纷纷表达
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为农业发展和
乡村振兴出谋划策，读书培训活动收
到了良好效果。

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开展
“喜迎二十大 书香润机关”读书活动

■ 本报记者 沈欣欣

6 月 17 日上午 9 时，聊城市中心
血站的采血车驶入东阿县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大院内，近 20 名党员职工
依次登车，参加了“爱心献血”活动。
他们通过无偿献血向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爱心之手，为生命延续贡献力
量。

上午10时，气温升高。尽管天气
炎热，却丝毫没有阻挡大家献血的热
情。参与献血的志愿者登记后，在医
护人员的引导下进行献血初筛和采

血，现场秩序井然。
采血完成后，医护人员一一叮嘱大

家献血后的注意事项，如近期要适当休
息，不做剧烈运动，忌暴饮暴食等。

东阿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职工宋
义朋由于去年刚献过400毫升血，医生
建议他这次少献点血。他摇了摇头
说：“没关系，我年轻，身体好，这也是
一件利民、利己的事情。”

宋义朋珍藏的8本献血证上面清
晰地记载着他每次的献血记录：2000
年 9 月 ，400ml；2010 年 3 月 ，400ml；
2016 年 6 月，400ml……2000 年至今，

宋义朋累计献血达3200多毫升，他用
自己滚烫的热血为他人生命“加油”。

多次献血经历让宋义朋深切感受
到：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无
数小力量集合在一起就是大能量。

为此，他经常利用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的时间，参与无偿献血服务
宣传工作。在他的带动下，身边的
同 事 们 纷 纷 加 入 无 偿 献 血 的 队 伍
中。

“我们身边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当看到因为自己的一点点付出，就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甚至让他人

重获新生，我就觉得献血这件事情非
常有意义，能加入到献血队伍中，我感
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职工志愿者杨军
政朴实的话语中透露出发自内心的笃
定。

2013 年至今，东阿县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每年都组织开展“爱心献血”
活动。广大党员职工积极参与其中，
用实际行动传递着奉献博爱的社会
正能量，充分展现了干部职工传承雷
锋精神、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奉献社
会的良好精神风貌，推动了精神文明
和人文关怀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东阿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连续9年组织开展“爱心献血”活动

夏日修剪忙 绿篱换新妆

■ 文/图 本报记者 林金彦

6月17日上午，东昌府区闫寺街
道十里铺村村委大院内十分热闹。
当天，闫寺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
织的“爱心小剪刀”志愿服务队来到
该村开展义剪活动。

活动还没开始，很多老人就已
经来到活动现场，井然有序地排队
等候。活动开始后，志愿者一边理
发一边和老人聊天，询问他们喜欢
什么样的发型，并根据他们的需求
进行修剪。志愿者用娴熟的理发技
术，细心地为每一位老人修剪头发，
看着理出的清爽利落的发型，老人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很精神，
比花钱剪还好！”支秀珍老人偏爱短
发，志愿者杨凤莲为她剪完头发后，
老人还骄傲地向大家展示她的新发
型。

为了让义剪活动惠及更多老年
人，志愿服务队还上门为年龄较大、
行动不便的老人剪发。今年76岁的
陈庆昌因行动不便，很少出门。陈庆
昌说，像理发这种看似很平常的事，
对他来说却是一件难事，往往两三个
月才能剪上一次头发。夏天酷热难
耐的时候，他只好请人上门为自己剪
发。有了“爱心小剪刀”志愿服务队，
陈庆昌的剪发难题得到了解决，他与
家人都十分开心。

闫寺街道党委委员张双双介
绍，“爱心小剪刀”志愿服务队开
展的义剪志愿服务活动，是该街道
深化“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的一个缩影，不仅提升了志愿服
务群众的能力，为老人送去了关爱
和温暖，也让辖区更多的热心居民
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参与到敬老、
爱老、助老当中来。

“小剪刀”传递大爱心

志愿者正在为老人剪发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6月15日，山东德维鲁普新材料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保锋又接到了好几个
公司发来的订单。凭着“守信用，重合
同”的契约精神，他的公司拥有了一大
批忠实客户。

“干一个工程交一方朋友，交一个
工程树一个标杆。”这是王保锋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4月份，济宁市金乡县的一家公司
因为大蒜收储量太大，冷库不够用，特
地从山东德维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订
购了一批板材，建设一座7000平方米的
冷库。但就在合同生效前，市场原材料
价格迅速上涨，涨幅超过20%。因客户
未交付定金，按照合同约定，山东德维
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可以宣布合同无
效。

“说好的事儿，哪能说变就变？按
合同价格交货！”王保锋当机立断定下
了这单“赔本”的买卖。山东德维鲁普
新材料有限公司还是按照原合同价格
按质、按量提供货品，并且根据客户的

交货时间要求，调整了订单生产计划
和安装人员。虽然公司的利润减少
了，却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交易完成
后，金乡县的这家公司成了山东德维
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忠实的合作伙
伴，并在当地大力推介山东德维鲁普
新材料有限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质
量，金乡县90%的冷库建设投资商都是
用的山东德维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产品。

山东德维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自公司成立以来，从
未出现过主动毁约行为，也未出现过
损害消费者权益事件，客户回头率达
到70%以上。诚信经营的理念和过硬
的产品质量使公司取得了快速发展，
公司的市场销量逐年递增。因为诚
信经营，2021 年，山东德维鲁普新材
料有限公司被评为聊城市“诚信单
位”。

“诚信是无形资产，也是一块金字
招牌，坚持诚信，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
遇，也让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王保
锋说。

“诚信让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