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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立军、耿静、刘志红
2、沙焕涛、沙新利、沙焕亮
3、袁振君、张丹、郝文宝
4、骆长江、王怀志、李钊彦
5、陈广福、孙永花、范喜华
6、王景星、杜洪艳、陈兆坤
7、吴文海、胡克君、张锡林
8、曲林和、贾学峰、姚龙强
9、杨德刚、付景伟、鲍庆财、鲍瑞乾
10、杨晓君、席彬、刘春艳
11、梁海涛、刘玉强、林士斌
12、赵明俊、齐家彬、孙洪军
13、李树发
14、王立祥、许春国、黄中伟
15、张治斌、王一龙、王凤海
16、李金成、康尔和、张祖成
17、李兴浩、杨文波、汪明军
18、张艳慧
19、时保财、关利峰、张显贵
20、迟洪贵、聂丙卫
21、吕德福、张德富、李自成、王福伟
22、李万元、徐其林、付景云
23、李连宝
24、徐金龙、徐玉权、徐玉江
25、万太亮、周广文、杜殿君
26、姜桂梅、秦延军、张清华
27、晁淑杰、佟富文、孙少君
28、吴兴龙、胡海龙、郑德国、谭胜君

29、佟世锋、佟贵应、马鹏阁
30、冯国良、韩相斌、张福君、张振义
31、张振贤、矫凤玉、刘安波
32、赵文河、梁海龙、李晓刚
33、常凤臣、常凤艳、郭玉生
34、宁秀梅
35、王春茂、刘作福、于殿武
36、关兴义、李万龙、李祥云
37、徐德发、刘锁柱、杨忠强
38、汪建国、闫志强、姜立波
39、鹿洪艳、冯恩来、陈春财、王斌
40、王冬菊、王树林、朱国林、盖文吉
41、权仁君、李长江、韦结兵
42、霍明发、杜波、霍庆贺
43、卜庆双、李捍波、卜长江
44、周成贤、曾文君、金喜龙、张玉彬、曾涛
45、宁鑫、李鹏、赵永
46、闫振东、陈文友、闫龙江
47、李忠山、张景军、鲁海文
48、关兴国、关兴贵、关兴荣、
49、张坤、吕桂龙、马景刚
50、高守宁、高士良、王天军
51、刘波、刘文忠、张建伟
52、王文庆、王明发、陈志影
53、田立臣、路福清、柴方刚
54、孙洪海、胡丹丹、曾文强
55、樊本义
56、彭洪刚、王善君、王海军

57、关志强、庄微、赵启柱
58、王永正、李宝海，鲍庆福
59、姜峰、姜平、武雪峰
60、陈玉财、滕国强、戚风义
61、滕国军、周立福、关双林、高兴春
62、姚东、吴昌胜、王志富
63、宿海林、韩东旭、郎子亮
64、闫金林、闫虎林、李桂英
65、孙江、季福坤、艾凤琴、刘忠贵
66、孙利、闫桂珍、于俊威、闫玉柱
67、邵连军、邵连富、张国绪、高凤平、高凤明
68、苏福全、苏永胜、苏晓波
69、宋志有、王晓龙、马文忠
70、王瑞、佟富文、朱献敏
71、付申全、胡宏柱、付申学
72、周志辉、王希良、康昌全
73、宋志有、王晓龙、刘敏
74、梁明德、赵继远、石福贵、冯岩
75、张东、张万坤、宋吉祥
76、关艳涛、吴照朋、赵振河
77、樊东海、姜华、张玉民
78、姜丽、关文波、汪金良
79、王成彬、赵相龙、王成军
80、梁涛、刘金东、修丽、郭利
81、于遵海、李子全、孙守涛
82、于西军、惠德君、段贵河、郭桂香、王德昌
83、于复海、何宝成、汪广权
84、郭连波、石成所、曾照兵

85、孙志国、石林、石磊
86、许万彬、彭桂花、吕秀河
87、杜广富、许传帝、王晓乐
88、李德生、张广来、刘和平
89、刘福生、姜凤波、沈景范
90、朱骁、郑晓颖、张晓丹、张士学
91、孙宝柱、李德智、王海明
92、宋强、宋刚、徐刚
93、夏欢、李广栋、马海龙
94、关献华、张发祺、张加伍
95、姜延武、王喜合、王喜洪
96、靳文勇、房彦君、艾润海
97、王业波、王洪明、苗德丰
98、于兴德、于兴宝、陈树坤
99、孙士奎、张明喜、司春成
100、孙宝柱、李德智、王海明
101、郭福成
102、李峰、兰树春、王清河
103、胡金成、李金峰、蒋卫光
104、宋文良、吴玉廷、徐宝华
105、刘俊营、王亚萍、雷长城、胡海春
106、蒲国发、喻洪源、刘臣
107、芦建波、芦文军、齐方君
108、刘运成、王春林、刘军
109、卢秀启、彭崇顺、葛恒明
110、庞立彬、李景彬、吴进明、刘元林、李景春
111、庄金友、刘德君、刘德双
112、沈玉强、牛树顺、郭祥利

113、郭玉强、郭玉丰、杨金刚
114、李方波、康茂财、王凤超
115、孙铁军、冯昆、徐雷
116、孙强、佟光玲、赵伟铭
117、孙长发、张永福、韩永富
118、李式玉、李凤兰、李式明
119、匡乃强、李雪峰、王松涛、闵毅、王国军
120、郑凤华、金海日、金日光
121、白波、刘广权、许清乐
122、张娜、于延海、胡宝军
123、张建伟
124、刘安园、张起君、牛志国、宗立安
125、刘洪贤、艾德财、艾忠智、高祥喜
126、徐长清、李海萍、李长发、姜翠丽、于金
祥、刘淑芳、朱长青、任立强、王清春、高胜君、
孙淑梅、杨德仁 、吕德顺、孙胜发、赵兴东、牛
跃义、刘翠红、田燕、郑广新、赵冬云、赵兴海、
刘桂珍、李道义、宋振花、付新玲、潘怀刚、王
巧云
127、徐龙惠、王祥、刘东伟
128、吴刚、柳海、周长全
129、朱晓刚、沈长和
130、杨芝、张志国
131、单桂滨、付立波、关立新
132、郝学义、卢香新、唐召龙
133、张启有
134、程万华
135、郑万君、王振东、高永强

136、于长友、刘高强
137、马玉平、李学民、张学思、张学彦
138、金国忠、王树海、冯儒学
139、朱绍明、莫国龙、梅庆山
140、徐春财、张昌伟、宗金刚
141、张起永、牛由信、赵志峰
142、武德政、王军、李守庆
143、辛长山、辛世泽、王宪章
144、张连宏、于艳芬、杨海鹏
145、张丽华、徐兴军、李世刚
146、刘汝海、时德玉、吴继友
147、刘建国
148、王兴林、周生辉、李作军
149、许洪志
150、孙树昌
151、周玉茂
152、王军
153、关龙波
154、关海彬
155、张德全
156、卢秀国
157、李宪水、宋国中、王吉福
158、李齐君、席应友，王忱
159、魏树生、吴永胜、杨延华
160、柳跃明
161、李海龙、孙立君、张有志、宫凤海
162、梁海成、许刚、李立忠、李国庆

163、宋子荣、宋子凤、闵祥泉
164、王连军、姜斌、李守彬、王明义
165、孙来吉、佟春波、宋殿玲
166、付景岗、付景涛、陈富林
167、丁德龙、马玉宝、杨文生
168、王宝忠、汤立先、丁晓冬、王寿成
169、韦学镇、秦世宇、孙金涛
170、车洪军、樊杰、王连国
171、郑君、王占明、张锡利、李喜、安凤娇
172、王旭彬、张广明、卢航、赵广春
173、李守龙、张思臣、姚龙军、卢德福
174、张明、张海连、张守顺
175、郑君、王占明、张锡利、李喜、安凤娇
176、王旭彬、张广明、卢航、赵广春
177、李守龙、张思臣、姚龙军、卢德福
178、张明、张海连、张守顺
179、颜廷林、张铁军、张春花、郭丽敏
180、贝彦厚、殷国利、张瑞权、刘鹏阁、赵洪彬
181、韩宏伟、毕立国、毕立忠、胡金江
182、张义龙、张春叶、王成玉、张义满
183、武剑军、吕登海、唐文勇
184、郭玉辉、于莲明、陶玉铎
185、张学正、张显忠、杨世波
186、李帮山
187、王连军、马俊波、刘书峰
188、王铁良、卜庆彬、顾双喜
189、王营、范文立、刘云、赵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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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冈县中医医院始建于 1980年，是集中医药医疗护理、
预防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二级甲等中医医院。

医院占地面积 11000平方米，开放床位 200张。拥有西门
子欢悦螺旋CT、西门子X300PE彩超、百胜彩超、CR、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等多种尖端医疗设备。可开展骨外科大关节置
换、普外科肝胆胰腺、泌尿科肾切除、显微外科血管神经吻合、
妇科子宫全切、产科剖腹产等各类复杂手术，特别是腹腔镜技
术填补该县医疗技术空白。医院秉承“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加强行业作风
建设，着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
态度，优化服务环境，规范服务行为，着力创建服务好、质量
好、医德好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医疗卫生行业。多年来，医院多
次被授予“工作实绩突出单位”、“先进党支部”、“先进单位”等
荣誉称号，并先后荣获“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先进集体”、“省中
医药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百强中医院”等荣誉称号，2015年
再次获得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青冈县中医医院深化体制改革 着力提升服务水平

近年来，桦川县人民医院坚持打造放心医院。从改善就
医环境、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医疗质量和医院文化建设入手，
重点增设服务项目，提升医院服务能力。

着力推行了“县乡急救一体化”管理，缩短县域内急救 30
分钟，建立康复中心、301医院远程会诊中心、远程病理会诊中
心等项目，为百姓就医提供更加便捷、合理、规范的诊疗路
径。立足新医改，着眼“大病”不出县，建立透析室、肿瘤化疗
室。坚持打造舒心医院。重点针对病情变化，精准服务交班、
查房、治疗、医嘱，观察每个服务环节，在重复中精细，精细中

彰显就医感受。同时开设新农合、医保阳光服务大厅，将入院
与出院管理分开，为医保、农合患者报销提供一站式服务。开
展“凡人善举”主题活动，让百姓真正享受到“服务好、质量好、
医德好、群众满意”的医疗服务。坚持打造满意医院。在县电
视台开设“健康天天谈”栏目，让广大群众了解疾病预防、合理
用药、规范就医等医学知识。医院闭路电视播放《健康龙江
行》、《我是大医生》等节目，邀请病人参加北京协和医院专家
视频听课、省内外专家来院讲课、查房，实现专家沟通在基层，
百姓满意在医院。

桦川县人民医院注重内涵促发展 精准服务见实效

黑龙江省龙旅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省国资委出资企业省
旅游集团旗下的全资国有子公司，公司实行公车公营的经营
管理模式。公司成立短短几年以来，管理日臻完善，效益连年
提高，品牌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本地区、本行业的引领者，得到
了社会各界及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和好评，先后荣获国家、
省、市、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荣誉十余项。

2015年，面对经济形势极其严峻、情况极其复杂、任务极其
艰巨的一年，公司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千
方百计强管理、降成本，在出租车行业遭受重创情况下创造了经
济运行逆势增长的奇迹，各项经营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公司认真研判市场，结合实际采取灵活方式组织车辆发
包、调整合同，年内车辆发包率和日费收缴率均达到 100%。
同时，公司采取有力的措施，完成年度计划变更车辆合同期限
任务，为公司今后创造良好经济效益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推进车辆标准化建设，建立并完善 15项业务流程及
相关制度，使全年服务满意率保持 97%以上；有责事故率
9.97%，同比下降 1%；车辆保险赔付率 55.7%，同比下降 14%，
位列行业安全管理前茅；累计拾到各种物品 128件次，好人好
事表扬 607起，媒体正面宣传报道 433次。800台车累计运行

约 9600万公里，在客运检车、计价器检测、交警队检车和二保
检车中全部达标通过检测，并以 56%的车辆保险理赔率位列
行业安全管理前茅。实现了全年无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经济损失。

公司科学制定年度经营预算，优化经营管理指标体系，严
格监控预算执行情况和指标运行情况，定期进行经营分析，清
缴应收账款，加速资金回笼，保证经营计划如期完成。同时，
积极开展节本增效活动，节约各项成本、费用数十万元。

龙旅公司强管理降成本 经济运行实现逆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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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爱民

在日前召开的哈尔滨市
公安局“向人民报告”座谈会
上，一组组沉甸甸的数字见证
着冰城百姓分享到的平安红
利：去年以来，哈尔滨市社会面
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15.2%；“八
类主要案件”下降到 21年来最
低值，命案下降到 32年来最低
点；刑事案件万人发案率连续4
年在全国省会城市保持最低。

对于这样的平安红利，老
百姓深有体会。“我住的楼临
街，以前没有路灯漆黑一片，
晚上六七点后都不敢出门。
现在不但街路的灯都亮了，庭
院、楼道里的灯也都亮了，出
去遛弯休闲时间也随之延长，
就算半夜走在路上心里也很

踏实！”家住南岗区复华三道
街的居民赵玲说。

“以‘创建最具安全感省
会城市’为工作目标，着眼立
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把巡逻防控作为控制社会面
治安的主要手段，经过近三年
的探索实践和不懈努力，对传
统的治安防控体系不断进行
升级改造，织密了地面防控，
空中防控，武装巡逻防控，水
上、地下和公交防控，网络安
全防控，社区和单位内部防
控，高危人员防控，公共安全
防控等‘八张防控网’。”哈尔
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任锐忱如此诠释平安
红利的由来。

“2014 年以来，哈尔滨市
公安局南岗分局荣市街派出

所可防控性案件未发生一
起。”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
局政治处主任梅青说，这样的
成绩得益于荣市街派出所在
巡逻防控方面的创新。该派
出所将退休的老人、社区工作
人员、辖区周边单位商场的安
保人员以及辖区停车场管理
人员整合起来，与专业警力一
起巡逻，巡逻面扩大、巡逻人
数增多，无形中对犯罪分子起
到了震慑作用，辖区居民出行
由此也更安心。

荣市街派出所的防控创
新是哈市巡逻防控体系的缩
影。据悉，哈尔滨市公安局把
哈尔滨市区划分成 500 个网
格，采取步巡和车巡相结合的
方式，昼夜巡控，积极构建地
面防控网。为了充分发挥警

情动态预警和导巡功能，哈市
公安机关还建立了市局、分
局、派出所三级布警响应机
制，全面建立治安辅助巡逻力
量发动机制，积极动员管辖范
围内企事业单位保卫人员、委
组干部、治安协管员、保安员、
义务联防员以及治安积极分
子等 4万余名社会辅助力量，
统一纳入巡逻防控网络，由公
安民警带领，强化对企业内
部、社区、非主干街路的巡控，
实现了警力和民力使用的科
学、规范、高效，有效增强了社
会治安控制力和群众安全感。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哈市
从提高城市安全管理能力和
治安科技防控水平出发，积极
构建空中防控网。连续 6年推
进“天眼”和“天网”工程建设，

专门成立视频侦查支队，组织
开展三级视频巡控，实现了“探
头站岗，鼠标巡逻”。目前，全
市城乡视频监控覆盖率街道超
过 70%，居民区重点部位达到
90%，重点目标区域达到100%。

与此同时，哈市从创建
“平安家园”、“平安社区”、“平
安单位”入手，积极构建社区
和单位内部防控网。近 3年，
全市派出所民警做了大量工
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动员
一切社会力量，民警甚至自掏
腰包，共安装、修复居民区单
元防盗门 2.5 万个；安装更换
单元灯、楼道灯、庭院灯 3 万
盏；安装监控探头 14.1 万套。
去年以来，全市可防性案件同
比下降了 12%。

“为了使这‘八张网’织得

更好，我们从加大打击刑事犯
罪力度入手，做好服务与支
撑。”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政治处副主任于东利告诉记
者，刑侦支队自 2014 年提倡

“科学指挥、合成作战、现场必
勘、分类侦查、准确办案”打击
罪犯新机制，多警种同步上案，
获取线索更迅速，侦查范围更
大，为破案赢得了“黄金”时间；
以“更快破大案、更多破小案、
更准办好案、更好控发案”为原
则，对违法犯罪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震慑所有违法犯罪分子，
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去年，
现案破案率达到99.4%，命案下
降到 32年来最低点，命案和大
要案件的侦破效率都达到历史
最好水平，进一步增强了人民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哈尔滨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连续4年保持万人发案率最低

“八张防控网”织出百姓安全感

□本报记者 马智博

开展法律讲座、慰问援助
对象……7 日，刚刚获得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哈尔滨市
司法局法律志愿服务队部分成
员又忙碌起来，开展多种多样
的法律志愿服务活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成立于 2012年的
该法律援助服务队已拥有 108
支分队，在为哈市大项目建设
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也通过
法律三下乡、送法到校园等多
样化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活动，
渐渐成为普通百姓的贴心“法
律专家”。

“我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对家庭暴力说不……”7日 8时
许，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爱建社
区的讲堂内，作为该志愿服务
队成员之一的哈尔滨市道里区
司法局法律志愿服务队正在结
合即将到来的“三八”妇女节，
向社区居民宣讲妇女法律知
识。“志愿服务队的律师们经常
来我们社区宣讲法律知识，劳
动法、合同法等都讲解得十分
透彻，让我们通过公益讲座掌
握了许多法律知识。”刚刚参加
了法律讲座的社区居民宋颖满
意地说。讲座结束后，该志愿
服务队还为社区居民进行了免
费的法律咨询服务。讲座、咨
询结束时已近 12时，志愿者们

又驱车赶往法律援助对象家中
开展走访慰问。

志愿者们来到援助对象焦
立龙家中，身有残疾的焦立龙
在 2015年遭遇车祸，虽然交警
部门已认定对方全责，但焦立
龙却迟迟得不到赔偿。因家庭
贫困，焦立龙找到了道里区司
法局法律志愿服务队。“感谢你
们帮助我一次次开庭，让我免
去了往返法院的不便，帮我维
护了合法权益。”看到志愿服务
队律师，焦立龙激动地说。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得知焦立龙
的情况，道里区司法局为其指
派了志愿服务队的律师提供法
律援助服务，免去了焦立龙所

有诉讼代理费用。
据了解，2012 年以来，

哈尔滨市司法局将志愿服务
作为推动司法行政工作的一
项重点内容来抓，他们建立

起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组建
108 支志愿服务分队，全系统
1483人注册为志愿者，局机关
干部职工全员注册为志愿者，
有 48人被“黑龙江志愿服务管
理系统”评为星级志愿者。同
时，在全市开通微博志愿服务
网络平台，形成“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纵横交错”的志愿服务
网络。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
中，他们充分发挥“市政府法律
服务团”作用，在市律师协会、
市公证员协会设立志愿服务窗
口，律师、公证员志愿者为
3100 家政府部门和企业担任
法律顾问。截至目前，该志愿
服务队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日、清冰雪等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 85 次，累计志愿服务时间
140542小时。

图为咨询现场。
本报记者 马智博摄

荣获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法律志愿者专解“难心事”

本报7日讯（记者邢汉夫）加快
智能公交建设，推出大站快车、定制
公交等新型服务，开辟调整 12条公
交线路、完成出租汽车合载系统的
建设……今年，哈尔滨市将加速推
进交通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解决
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倾力
构建便捷舒适的交通体系。这是记
者从 7日召开的 2016年全市交通运
输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了解，今年哈市将继续优化
调整公交线网，开辟调整 12条公交
线路。优化调整公交站点设置，填
补高新产业园区及新建小区公交线
网空白。根据区域人口密度、产业
园区布局和百姓出行特点，积极推
出大站快车、定制公交等新型服
务。新增、更新公交车 600标台，重
点建设公交首末站 4座，启动 1座公
交枢纽站和 1 条快速公交廊道建
设，推进标准化候车长廊等公交站
务设施建设。加快智能公交建设，
尽快实现对车辆运行、高峰流量的
实时监控和科学调度，解决好部分
地区百姓“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
计划完成 10 条农村客运线路公交
化改造，完成出租汽车合载系统建
设，确保居民顺畅出行。

今年，哈尔滨市将大力推进木
兰松花江公路大桥及引道工程项目
建设，确保 2016年底前实现全线试
通车。完成北京至黑瞎子岛公路哈
尔滨四环路至呼兰区段改建项目
（松江避暑城项目），完成国道京抚
公路三环路至双城段改建项目前期
工作。谋划推进国道京抚公路呼兰
区至巴木界段和国道绥满公路阿城
区至平山段改建项目前期工作。开
工建设农村公路 300 公里，交工通
车 200 公里，完成危桥改造 80 座
1600延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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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日讯（记者马智博）7 日，哈尔滨市举办以“建
功十三五，绽放新风采”为主题的哈尔滨市纪念“三八”
国际妇女节优秀妇女座谈会。记者从会议上获悉，哈尔
滨市仲兆敏、付永华、赵静三人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
号。

据介绍，仲兆敏为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20年来，她将企业从年均亏损 500万，发展到
今天拥有职工 1000余人，12余万平方米园林式厂区和几
十条现代化生产线的企业。公司生产的食品达 100 多个
品种，产品连锁店 300余家，年纳税 8000万，为社会安置就
业 2000余人。公司主营的“格瓦斯”饮料在新三板挂牌上
市，在全国叫响了“秋林·里道斯”这一哈尔滨市百年老字
号品牌。仲兆敏带领公司员工开展“一对一捐资助学活
动”，汶川地震时捐款捐物合计 30多万元。付永华为五常
市人大代表、新立村书记、五常市兴隆乡红兰旗村妇代会
主任、巾帼蔬菜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她牵头成立五常市
巾帼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户”形
式，实行统一新品种、统一销售等“七统一”经营模式，带
动 868户农户共同发展，人均年增收 15000元。赵静为哈
市公安局南岗分局荣市街派出所户籍内勤民警。她在全
国率先运用新媒体手段服务百姓，推出了一次性告知、捎
办代办等“四项服务机制”，建起了“户籍办理直通车”绿
色通道。

会议强调，广大妇女要勇于担当、开拓创新，在服务
大局中创造新业绩。顺应“互联网+”新趋势，增强创新意
识，挖掘创业潜力，激发创业动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实践中争当自主创业女创客、女能人。要紧紧围绕发
展现代农业，主动参与各种新技能培训，提高增收致富能
力，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生力军。
积极参加岗位练兵、技术革新等活动，在发展一线比干
劲、比技能、比贡献。同时，传承美德、弘扬新风，在倡导
核心价值观中彰显新风采。勤于学习、刻苦求知，在提升
能力素质中塑造新形象。

三人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本报7日讯（(贾永超 记者
刘艳）记者7日从国网哈尔滨供
电公司获悉，该公司已完成
2016年中国亚布力单板滑雪世
界锦标赛保电准备工作。在比
赛期间，该公司将出动上千名
员工参与保电工作，100余名员
工驻扎在比赛现场，2 台发电
车、4台发电机随时可供调配。

据介绍，2016中国亚布力
单板滑雪世界锦标赛将于 9日
至16日在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
场举行。届时，将有 30余个国

家近 400名选手云集亚布力参
加比赛。在赛事保电准备工作
中，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制定了
电网运行方式调整措施；出动
2431人次，对3个比赛场地和12
个接待宾馆直供电源与输电线
路存在的缺陷进行排查；制定

“一馆一册”保电方案，指导保电
客户编制电气事故应急预案和
发电车应急预案；与有关部门、
赛事组委会、当地政府及用户沟
通协调，实时掌握赛事信息，确
保电力保障无死角。

单板滑雪世锦赛

电力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近日，省森林
植物园苗圃温室园
艺工人正忙着培育
花苗。据了解，温
室内共培育了 40
多万株 100 多个品
种的花苗，将在“五
一”前后移到室外
种植。
本报记者 苏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