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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德县抓好项目建设
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市区去冬今春供暖工作安全有序
投 诉 率 较 上 年 下 降 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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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决定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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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市冬季供热同吃饭、穿衣一样必不
可少，是老百姓冬季里最关心、最担心

的事。 目前，虽然供暖工作平稳，但供热基
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 法规体系不完备、
机制体制不理顺、供热市场不规范等问题
在我市依然存在。 如何确保在今后的冬季
供热不出问题、让市民温暖过冬，有关部
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业的供暖需求。
对于居民广泛关注的东海园区以及五指
广场在供暖期间供热管网破裂的问题， 相关
单位也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组织抢护， 最
大限度的保证居民的正常取暖。 临近春节，
在这里相关单位也提醒广大市民， 如遇到取
暖问题， 应第一时间向物业公司， 供热单位
进行投诉， 维护自己的权益。
春节即将到来， 各供暖单位要在市民
投诉件的解决率、 及时率和满意率上下功
夫， 同时接受媒体和市民监督， 确保严寒
期供热安全、 稳定、 持续运行， 让市民温
暖过冬。

。。。。。。。。。。。。。

“这主要得益于对老旧管网的改造和提前周
密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2014 年， 我市相关
部门坚持供暖工作从实际出发， 确保城市供
暖设施的总体运行平稳。 从对城市热力网改
建， 集中供热， 管网设施的检修和维护以及
提前做好燃煤储备等方面， 做好城市供暖准
备工作， 各主管单位， 供热公司通过指挥调
度， 确保居民和企业的供暖需求。 与此同
时， 我市还启动实施了六盘山热电厂厂外热
力网建设和西南轻工业产业园区的工程建
设。 目前， 先期工程已经完成了 80%， 剩余
部分于 2015 年完成。 通过城市热力网的建
设， 将大幅度改善居民的家庭用暖和保障企

：

本报讯 （记者 容 晨 实习生 胡海波）
由于 1 月份的三次降雪， 使全市气温持续下
降， 室外温度最低达到了零下 10℃， 而位
于市区利民小区居民马志财家里却很暖和，
要知道去年的这个时候， 他家里由于暖气时
有时无， 室内温度只有 9℃左右。 今年， 市
区很多市民感觉家里比往年暖和了， 似乎供
热质量比往年有所提高。 而这种感受从供热
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
证。 2 月 6 日， 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 由
于今年供暖季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投诉率比
去年同期下降 45%， 城市供暖总体平稳。
市城管局公共事业科科长蒙慧森说：

试验区公安分局集中
返 还 涉 案 物 品

宁夏义工联及两家媒体
为红堡村困难群众送爱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夏国荣） 1 月 26 日， 固原市公安局试验
区分局刑侦大队在举行的赃物返还仪式上， 将价值 10 万余元
的涉案财物全部返还失主。
近期， 该局刑侦大队相继破获了海某某盗窃汽车案、 闫某
某系列盗窃案件。 办案民警本着破案、 追赃、 返脏并重的原
则， 主动放弃节假日， 加班加点， 先后多次赴西吉、 海原、 银
川、 西安等地， 辗转千余公里， 追缴回小轿车一辆、 多部被盗
笔记本电脑、 电视机、 摩托车、 手机等涉案物品。 与此同时，
办案民警通过认真梳理， 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反复审讯， 确保
涉案赃物全部追回。
通过失主对涉案物品辨认及物价局估价后， 刑侦大队对涉
案物品进行集中统一返还。 失主分别领回了自己被盗的物品，
面对失而复得的物品， 大家笑容满面。

本报讯 （记者 段凤蓉 实习生 白 雪） 2 月 5 日， 由宁
夏义工联合会、 宁夏日报、 新消息报工作人员组成的慰问组
来到隆德县观庄乡红堡村， 为该村 20 户困难群众送去了米、
面、 油、 瓜子、 糖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让贫困户过一个温暖
的春节。
据了解， 红堡村现有人口 491 户 2075 人， 贫困人口超
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当地村民主要以劳动输出为主。 在红
堡村， 慰问组与村上贫困户代表进行了座谈， 了解该村经济
发展、 群众生活、 贫困户家庭学生上学等相关情况。 随后，
慰问组深入村民家中， 将慰问品及慰问金一一发放到他们手
中。 今年 62 岁的杨耀洲是一名残疾人， 儿子杨威在江苏上
大学， 为了供养孩子上学， 杨耀洲的妻子在内蒙古煤场打工
赚钱， 家里生活十分困难。 当慰问组将慰问品送到杨耀洲老
人家里， 将 200 元慰问金递到老人手中时， 老人激动地说：
“
没想到你们对我们困难群众这么关心， 真的谢谢你们。”

泾源县公安局查获一起
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件
本报讯 （记者 李 慧） 1 月 27 日上午， 泾源县公安局治安
大队民警设卡检查过程中， 联合六盘山派出所、 蒿店交警队和
高速交警十四大队， 及时发现并查处一大货车违法运输烟花爆
竹案件， 抓获违法行为人 1 名， 查获烟花 419 件。
违法行为人杨某某于 1 月 27 日凌晨 3 时许， 驾驶箱式四
桥大货车从陕西省蒲城装载了一车“西美” 牌湖南浏阳烟花
（后经工商部门查验， 全国范围内无注册的“西美” 牌商标的
烟花爆竹）， 在运往甘肃省武威市途经 312 国道时， 被泾源县
公安局设卡检查民警发现并
查处。 目前， 该违法行为人
杨某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烟花爆竹的来源、 制销渠道
JINGJIEJUJIAO
等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报讯 （记者 杨文华） 2015 年， 隆德县把项目建设作
为转方式、 调结构的重要抓手， 着力为稳增长、 惠民生打牢
基础。
今年是“十二五” 计划实施的收官之年， 也是编制“十
三五” 计划的关键一年。 在新的一年， 隆德县严明规章， 明
晰责任推进项目建设。 他们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
实行“一个项目、 一名领导、 一套班子、 一抓到底” 的工作
机制， 明晰责任和要求， 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督察考核， 将考
核结果与干部的提拔任用、 年度考核结合起来， 确保项目建
设进度。 严格质量实施项目， 坚持质量第一， 扎实推进城乡
基础设施等 77 项基本项目建设， 全面完成隆庄二级公路建
设项目， 启动实施隆德至泾源公路改造提升、 清流河流域综
合治理等重点项目， 加快隆德至张易二级公路、 马家河中型
水库等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全年计划开
工建设 5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 83 项， 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46 亿元。 同时， 千方百计争取项目， 争取资金， 认真研
究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动向， 做好项目的筛选和申报， 做实
前期工作， 加强上下衔接， 争取更多投资。 积极争取定西至
平凉铁路隆德过境段、 通用机场等更多的项目列入国家、 自
治区“十三五” 规划。

原州区动物疾控中心培训忙

2 月 6 日， 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王海如一行走访慰问了隆德县奠安乡张田村部分困难群众， 为特困户送去了面
粉、 大米和食用油等慰问品， 还为部分困难学生捐赠了 17 套防寒服， 向张田村小学捐赠了乒乓球台 2 副、 台球案一
副。
本报通讯员 李括宇 摄

警界聚焦

本报讯（通讯员 田青荟 陈建银）近日，原州区动物疾控中
心抽调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技术人员利用农闲时间，分
为 3 个组到 5 个乡镇，选取畜禽养殖大村，举办了为期半个月
的培训，培训农民 1625 人次。
本次培训主要从重大动物疫病、 常见动物疫病的预防、
控制， 人畜共患病、 动物的饲养管理、 消毒等方面进行了理
论和实际操作指导， 达到了学教结合、 学以致用目的。 通过
这次培训学习， 村级防疫员和畜禽养殖员在养殖技术、 畜禽
疫病防治、 免疫注射、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方面有了进一
步提升。

街头麻将，一道不该有的“风景”

兴隆镇全力保障
春节期间安全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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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行政中心上班的干部职工近千人，
每天有数百人在机关食堂就餐， 承担这些
餐饮服务工作的， 就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餐饮部的服务员。 为了给干部职工提供可
口的饭菜， 他们起早贪黑、 任劳任怨， 数
年如一日用心工作。 2014 年为 6.5 万人次
提供就餐服务， 接待各级领导就餐 800 余
人次。
每天来机关食堂就餐的人数较多， 集
中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 所以就餐服务任
务重、 工作压力大。 早上需要准备四五百
人的早餐， 清晨六点不到， 他们已来到各
自工作岗位， 蒸包子、 熬稀饭、 拌小菜、
揉面团， 认真做好餐前准备。 一个多小时
后， 当上班的干部职工陆续来到行政中心
时， 食堂的早餐已经做好， 等着大家享用。
“给我三个包子。” “我要一碗拉面。”
早餐时候， 食堂里人流涌动， 十分热闹，
售饭台后的服务员们一脸微笑， “来， 给
您的包子。” “您的拉面好了， 端好小心烫
手。” 服务员的微笑服务暖了大家的心。
为了让大家吃得好， 吃得放心， 他们
非常注重餐饮卫生和安全， 每天认真检查
供应的蔬菜、 食品质量和生产日期， 细心
做好餐具消毒， 将就餐区收拾的干干净净，
桌椅放置的井然有序， 给前来就餐的人一
种整洁有序、 轻松明快的感觉。
杨伟芳是名面点厨师， 主要负责制作
饺子及拉面等， 为了提高手艺， 她自己买
来菜谱， 潜心研究。 由于她的面食做得好，
每天的拉面和饺子都很抢手。
“在工作中我争取做到微笑服务， 说
话和气， 礼貌待人， 用诚心、 耐心、 热心
来服务。” 服务员摆芳这样说。
“每天的工作看似简单， 但只要认认
真真地做， 也有无穷的乐趣， 也有体会不
完的人生真谛。” 服务员李燕说。

市 区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日 报
（2 月 9 日）

空气质量指数（AQI）

固原市环境保护局

72

PM2.5 日均浓度（ug/m3） 63

空气质量指数类别

良

PM2.5 质量分指数级别

二级

“十来张麻将桌摆在人行道上，这段人行道几乎没
办法通过，有些围观的人甚至把车停到了非机动车道
上。 ”近日，市民兰先生向本报反映，位于市区文化东
路原州区人民医院一带，街头麻将竟成了一道“风景
线”，扰民又影响市容市貌。
“这些麻将摊大概有十来桌，摆在人行道上，有正
在打的，有围观看热闹的，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在街头打
麻将了。 ”兰先生介绍说，麻将摊不仅严重扰民，而且
还影响市民出行，更是极大地损坏了形象，有关部门应
该整治这一不文明现象。 作为一项娱乐活动，麻将受
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同样的麻将摊
在市区利民路、 南关路等都有出
现，由于聚焦人员较多，一些街头
的麻将桌和棋牌桌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市民的出行，影响了交通。
目前，市区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场

所并不少，但市民普遍都不愿意去收费相对较高的棋
牌室和茶楼去消遣。 市民杨先生说，他平时比较喜欢
打麻将，基本上每天都要玩几圈，只要是天气相对较
好，他都会在离家近的街头跟一些老牌友玩玩，只有在
天气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他才会去棋牌室。
大众娱乐项目最重要的是人气， 而收费多少则是
决定人气的重要因素。 采访中， 市民普遍反映街头麻
将的娱乐行为确实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 不仅占据
人行道， 影响路人通行， 更影响甚至损害了城市环境
和城市文明形象， 但大多市民只是图收费便宜、 热
闹， 所以对此现象不能一味指
责， 而是要用合理的办法去解
决， 比如在各社区建设一批可以
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适当的
收费或者不收费， 街头棋牌自然
会越来越少。

本报讯（记者 许 星 李 旺）近日，西吉县兴隆镇党委、政
府对全镇严格落实节日期间安全生产责任制， 保障春节期间
全镇各项工作安全、稳定、和谐，推动全镇各项工作上台阶。
加强领导，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针对春节期间人员流
动量大、交通运输繁忙的特点，兴隆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
单位、 村委会和企业贯彻落实上级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部
署和要求，狠抓落实，做到职责明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工
作到位。 认真排查，开展安全大检查。 针对春节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的特点，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情况，开展大检查
活动，排查隐患、查找问题，对重点部位、要害岗位和关键环节
认真组织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隐患再检查再排
查，仔细排查薄弱环节，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加大对重点行业
领域的监管力度。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将容易引发安全事
故的交通运输、宗教场所、大型活动场所、沙场、砖厂、食品、地
质灾害、私挖滥采等行业领域作为重点，加强监管，确保节日
期间人身财产安全。 加强值班，做好应急处置。 全面做好春节
期间值班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重点单位、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

农村电信市场的孺子牛

用自己的特长和技术实现发展业务和营销代理商的双赢。
2014 年 8 月， 固原分公司开展“手机特买会” 活动， 他亲自
为代理商支撑、 服务、 营销， 与代理商一起走乡串户， 在他
们共同努力下， 当月的发展量与上月相比翻了近 5 倍， 在随
后的几个月， 他负责的门店业务发展量也在逐步提升。
庞旭东从点点滴滴中发现营销商机， 以锲而不舍不达目
的不罢休的精神， 成功营销着每位代理商。 目前， 他承包经
营三营支局核心商圈， 服务着所有代理商的佣金管理、 渠道
视图管理以及终端和充值卡支撑， 他的努力不仅给三营分公
司年收入目标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而且为固原电信分公司创
造了实实在在的价值。

热线 13895041978

—记中国电信固原三营分公司员工庞旭东
——

◇最美电信人系列报道之六
庞旭东是固原电信公司三营分公司终端管理员、 渠道支
撑经理， 他对工作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兢兢业业， 以孺子
牛的精神支撑拓展着三营片区农村市场。 由于工作业绩突
出， 连续几年被评为“优秀员工”， 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
随着 4G 业务的到来， 电信 3G 业务正在农村市场大幅度
渗透，和农村用户打交道成为比较棘手的事，庞旭东越发感到
自身业务知识和营销经验欠缺，为了打开农村用户的心扉，他
每天挤出时间学习。 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不断积累
经验，了解新知识、新业务、新技术，新的营销经验，他用刻苦
的精神学习业务，用勤奋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在固原， 电信作为拥有固网优势的运营商， 在农村占有
一定的优势， 但也存在一些现实的问题， 特别是渠道建设方
面， 农村网点覆盖率低、 标准化程度差， 营销能力、 代理商
实力不足等严重制约了发展。 解决农村电信渠道建设与管理
方面一系列问题， 关键是密切与代理商之间的沟通。 作为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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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理员， 庞旭东竭尽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目前， 他承担着
三营支局所有代理商佣金管理、 渠道视图及服务支撑工作。
2013 年 9 月， 他和一所学校洽谈了 600 多部的“翼校通” 业
务， 由于代理商刚接触终端， 不懂管理， 他就从终端的请
领、 受理、 终端的售后、 店员的奖励以及后期佣金结算， 帮
助代理商一步步认真完成， 在他的帮助下， 代理商佣金从每
月 2000 多元增加到 1 万多元， 代理商对他的工作给予了极
高评价和认可， 他也赢得了更多代理商的青睐和合作。
在电信的业务里，有前端营销员工，更有默默无闻为前端
服务支撑的员工，庞旭东不但是渠道支撑者，更是前端营销支
撑者。 终端管理工作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但要干起来却
是项复杂而又繁琐的工作，每次的终端搬运、登记、请领以及
款项收缴都是他在干。 电信终端多种多样， 一不细心就会混
淆、出错，要想管好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很
好。 终端每月结账工作，账务人员、库管人员、营业人员相互扯
皮、相互埋怨，甚至光对账就两三天，有时候还对不上，自从他
管上终端后，每月仅用十分钟就把账对上，而且每笔不错。
用户对通讯工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给电信工作人
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恰恰让庞旭东从中找到了商
机。 他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娴熟的业务技术， 每次活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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