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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州区人民法院——
—

组织干警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近日，三门峡市陕州区法院组织
30 余名党员干部，前往陕州廉政教
育基地参观学习， 接受廉政警示教
育。

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 大家先
后参观了“陕州
廉韵”“崤涵记忆
“
“光辉历程”“清
廉励志”“学纪明
纪” 和“警钟长
鸣”等六个展厅，
在陕州廉韵展
厅， 大家认真聆
听了廉政鼻祖召
公和一代廉相姚崇的廉政故事，全
体党员干深受启发， 纷纷表示要认
真践行廉政文化， 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深入开展。 在“警钟长鸣”展厅大

家认真观看了刘铁生的腐败案例，
深刻认识了贪欲之害、失足之恨、不
廉恶果，以身边人警示，做到警钟长
鸣。 引导和教育该院干警求真务实，
敢于担当，廉洁奉公，不逾越、不触
碰廉洁底线。
通过此次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干警们深刻感受到腐败行为所付出
的沉重代价， 进一步提高了干警拒
腐防变能力和廉洁自律意识。 大家
表示一定要坚定为政清廉的信念，
常修从政美德，常怀律己之心，拒腐
防变，警钟长鸣，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审判环境。
员帅丽

陕州区人民法院——
—

开展户外素质拓展培训
“我们的队名是战狼队，我们的
口号是战狼战狼，唯我最强！ ”“
我们
的队歌是打靶归来。 ”“我们的队名
是火箭队。 ”日前，陕州区法院利用
周末时间， 在洛宁故县西子湖户外
拓展中心举行拓展培训活动， 为期
两天的拓展训练拉开帷幕。
为培养团队凝聚力， 展示法院
干警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激发干
警们干事创业的激情， 陕州区法院
组织开展了此次户外拓展活动。 由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卫秀萍带队，共
64 名法院干警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从开营破冰到高空攀岩、
智力七巧板、挑战 NO.1 等，再到最

激发干警激情

后翻越毕业墙，大家相互配合，彼此
信任，英姿飒爽、奋力拼搏，在一个
个寓教于乐的项目中增强凝聚力，
不仅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更是
促进了彼此间的信任与协作。 特别
是翻越毕业墙， 需要在规定时间内
徒手搭人梯翻越 4.2 米的光滑墙面，
大家将自己的生命安全交给队友，
男队员充当人梯， 用一双双强壮有
力的手掌、一个个宽厚壮实的肩膀，
撑起队友奋力向上。 翻越毕业墙的
那一刻， 队友们深深感受到了团结
的力量与稳稳的安全感。 这些别出
心裁的体验项目， 将拓展活动推向
了高潮，活动现场，欢笑声、呐喊声

和加油声不绝于耳， 整个活动始终
洋溢着欢乐友爱的气息。
此次活动的开展既锻炼了该院
干警的身体，缓解了工作压力，又展
示了该院干警团结协作、 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快
乐， 为陕州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注
入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卫秀萍最
后表示， 希望大家将训练中汲取到
的宝贵经验应用到日常工作中，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干好
本职工作，发扬团队合作精神，确保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周小娟 周亚萍

陕州供电公司——
—

加强特殊天气
设备巡视维护
11 月 5 日， 陕州区境内均有不同程度降雨，部
分山区已迎来今冬第一场雪， 为保证设备安全运
行，防范电力设备污闪，陕州供电公司加强变电站、
线路、设备巡视力度，保障“迎峰度冬”期间电网可
靠供电。
针对近期阴雨连绵天气状况，陕州供电公司合
理安排运行方式，要求各变电站、供电所、配电运维
人员，加强对线路及变电设备巡视检查次数；在线
路巡视中， 巡视人员要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及
时处理，全面掌握雨天设备运行情况，为线路设备
安全运行把好关；变电运维人员要增加设备巡视次
数，做好远红外测温工作，对室外设备外绝缘、接点
进行普测，发现问题及时汇报。 其次，该公司还积极
与气象部门沟通协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监
控电网运行情况， 要求发现异常现象及时汇报；同
时加强应急值班，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肃
值班纪律，确保应急指挥系统畅通，调度指令迅速
传达；做好备品备件管理，备足、备齐抢修材料，确
保恶劣天气各类突发性电力故障得到及时抢修。
此外，陕州供电公司还重点强化员工的安全责
任、防范意识，切实做好一线巡视、确保输电线路及
配电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为电网安全运行提供
坚实保障。
张琳

陕州供电公司——
—

城网改造
“迎冬峰”

陕州区观音堂镇——
—

深化农村党员活动日
陕州区观音堂镇以“增活力、有
实效、受欢迎”为总体目标，按照“四
有两确保”基本要求，坚持“规定动
作”不走样，“自选动作”多样化的原
则，采用“室内 + 室外”相结合的方
式，“三步走”在全镇 25 个村开展农
村党员活动日。
一是强化红色党性教育。 组织
党员到红色教育基 地 接 受 党 性 教

提升基层组织凝聚力

育、 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
育，提升思想境界。
二是开展能力素质教育。 充分
利用远程教育平台， 组织党员观看
电教片，学政策、学知识、学法律、学
技术，提高创业致富本领。
三是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围绕
脱贫攻坚工作， 组织党员到产业基
地进行参观学习，以党员为主体，带

动群众参与，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
向心力。
通过不断深化农村党员活动
日，规范组织生活、密切干群关系、
推进基层民主， 实现党组织活力有
新提升、群众满意度有新提高、基层
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有新突破。
荆莹

陕州区观音堂镇韩岩村——
—

开展支部共建 助力党小组周活动
自陕州区观音堂镇党小组周活
动开展以来，作为试点村的韩岩村，
积极与帮扶单位三门峡市检察院对
接，开展支部共建，互联互动，助力
党小组周活动。
三门峡市检察院党支部先后组织韩

岩村全体党员到三门峡市监狱接受
警示教育、“六一” 儿童节为贫困儿
童发放学习用品、“七一” 建党节对
韩岩村优秀党员代表进行表彰、“八
一”建军节开展退伍军人座谈会、宣
讲“扫黑除恶”相关知识以及法律法

规相关内容。
韩岩村党支部共建活动不但受
到了党员和群众们的一致好评，而
且丰富了党员和群众的生活， 提升
了基层组织凝聚力。
荆莹

11 月 1 日，晚上 18:18，“
10 千伏泉州线、泉桨
线调试成功，核相正确。 ”随着工程改造现场负责人
的报告，陕州供电公司 10 千伏泉州线、泉桨线改造
工程圆满完成。 至此， 该公司实现了 10 千伏泉州
线、泉桨线和秀锦线 3 条线路联络互供，优化了陕
州城区东部配电网结构，提高了供电能力和供电可
靠性。
此次线路改造工程涉及城区 10 千伏泉州线、泉
桨线两条线路，需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600 米，新
建智能开关 2 台，更换环网柜 1 台，同时更换全部
横担、金具。 工程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工程进度
与质量，陕州供电公司提前调查摸底，了解线路负荷
情况，编制施工方案，调配施工物资；要求各施工单
位和工程管理人员加强管理，严控施工进度，严把工
程建设质量，强化作业安全管理和现场的安全监督，
积极推行精益化管理和标准化施工，确保工程安全
有序推进。 同时，发布停电公告，并安排公司党员服
务队深入施工范围内小区张贴“停电告知书”，做好
线路改造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施工舆论环境。
接下来，该公司将继续加大配网综合治理力度，
优化城区配电网结构，进一步提升城区供电质量和
供电可靠性，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居民安全稳定用电。
王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