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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宋嘉树 记者 吴
连祥 报道 在服务县域经济
发展的进程中，柳河县供电中
心扎实践行“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
供电服务为基础，聚焦客户用
能优化，开展了“供电+能效
服务”，大力推动节能降碳，助
力绿色发展，争当能源清洁低
碳转型的引领者、推动者、先
行者。

“供电+能效服务”是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
措，是以供电服务为基础，以

电为中心，聚焦客户用能优化
的服务方式。在实际工作中，
柳河县供电中心以构建科学
完善的工作体系为基础，以省
级智慧能源服务平台为载体，
以客户侧能源互联网建设为
手段，围绕电能替代、能效感
知、智能充电等多个领域，为
客户提供以电为核心的多领
域、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客户、
公共建筑节能降耗提供支撑，
推动公司系统由“供电服务”
向“供电+能效服务”业务延
伸。

年初以来，该中心积极对
接政府部门，深入市场调研，
了解招商引资项目进展和最
新用能需求，细化服务举措，
率先开展“供电+能效”服务
新试点。截至目前，新建新能
源充电桩 50 余个，总装容量
2500 千 瓦 ，年 新 增 供 电 量
1500 万千瓦时，年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近千吨。

“在供电中心的帮助下，
我们的用电成本大大降低了，
节能减排工作也得到了环保
部门的认可，他们真是帮了我

们的大忙了……”近日，金燕
食品有限公司领导接受回访
时，为柳河县供电中心打出了
高分。

面对企业的赞誉，柳河县
供电中心没有满足现状，而是
继续加强能 效 服 务 优 质 项
目挖掘，推动节能宣传、新
能源、综合能源推广及“电
管家”等服务，着力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 统 ，提 升 全 社 会 能 效 水
平，助力全县实现“双碳”目
标。

助力企业降成本增效益

柳河供电中心“供电+能效服务”成效大

JI LIN NONG CUN BAO■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张立蕴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农村版 07
百姓生活

6 月 16 日，桦甸市常山林
场组织召开林长制工作培训
会，区域林长、监管员、技术
员、村级林长、网格长等 39 人
参加培训。培训会详细讲解
了常山林场自推行林长制以
来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取得的
成效，进一步明确细化各级林
长和职能人员职责与下步工
作任务。

提高政治站位。各区域
林长、监管员、村级林长、网格
长要充分认识林长制工作的
重要性。严格对照工作要求，
自觉扛起保护森林资源责任，
全面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

加大宣传力度。要根据
不同时段开展林业森林防火、
病虫害防治、清收还林等工作
重点，抓实抓细林长制各项工
作。

注重建章立制。要结合
工作实际，不断完善各项管理
制度，要通过合理、严谨、操作
性强的工作制度来规范使用，
进一步压实工作职责，形成以
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用制度
办事的工作格局。 （宁晓兰）

常山林场

组织林长制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 陈岩 报道东丰县是群
山环抱、丘陵起伏的低山丘陵区，
属辽源丘陵区与海（龙）辉（南）柳

（河）丘陵台地宽谷区的交错地带，
自然资源丰厚。我们于近日来到了
美丽的东丰县。东丰县跃明家庭农
场成立于 2018 年 1 月，位于横道河
镇长兴村一组，主要种植玉米、水
稻、榛子、果树、药材等。榛子种植
面积达到 80 亩，李子和苹果的种植
面积45亩，农场有员工8人，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
作物长势良好。

榛子的品种主要为平欧大果榛子和山榛子两
种，农场有 6 名经验丰富的种植人员常年照看，共
种植 5000 余棵榛子树，保证自然生产，无农药残
留，让客户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榛子有坚果之王
的美称，富含油脂、维生素、氨基酸、钙、磷、铁等矿
物质，可以直接炒熟食用，也可以做成其他美食。
榛子中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润滑肠道，软化血
管，促进胆固醇的代谢，维护毛细血管的健康，预
防和治疗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榛
子中含有特殊物质，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力，抑制癌
细胞的生长。

作为生产源头，农场常年出售成熟大果榛子和
榛子苗，有自主商标品牌三个，并以出厂价销售，价
格合理，性价比高，包装分为正常包装和礼盒装，销
往全国各地，品质优良，受到客户好评。农场的李子
每年销售时间为7月中旬到10月初，李子个大饱满，
味道酸甜可口，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农场可提供采
摘服务，大果榛子、李子、苹果均可。

跃明家庭农场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丰富合作内
容，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为乡村发展助力，成为
行业中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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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下午，白山边
境管理支队东岗边境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
家四口在抚南林场的林地
里采山菜时迷失方向，请
求民警帮助。接到报警
后，民警立即分析研判受
困群众目前的大约位置，
随后携带应急装备及食品

驱车前往事发地点。
6 月的长白山地区阴

雨连绵，道路泥泞，植被生
长茂盛，能见度极低，给搜
寻工作带来巨大阻力。因
车辆无法在林区前行，民
警便徒步背负装备和食品
穿越原始森林，通过大声
呼喊，不断校正寻找的方
位。经过2个多小时不懈

努力，民警在一个沟壑附
近收到了回音，发现受困
群众在沟壑的对岸，民警
立即涉水前往，在确定他
们身体状况良好后，给受
困群众发放食品并通过聊
天的方式不断安抚着受困
群众的情绪。随后，在民
警的引领下受困群众安全

到达山底并返回家中。
此次救援，彰显了紧

急关头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东岗边境派出所民警心系
群众、一心为民的质朴本
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
力，密切了警民关系，用实
际行动赢得了群众信赖，
树立了新时代移民管理警
察的良好形象。

成功救助受困群众
□于昕明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近日，靖宇县以新时代吉林
党支部标准体系（BTX）建设
为载体，深入推进“联建强村”
整体提升工程为抓手，“六域”
党建引领“三城”创建为契机，
全力推进“两山”理念在农村
领域的实践转化，搭建村企联
建平台，组织三道湖镇三合村
党支部同白山市乡村振兴产
业协会结成联建对子，在三合
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党建引领、村企携手，形
成互助联盟。切实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支部党员同白山市
乡村振兴产业协会的6家企业
代表，带动群众由“站着看”变

“主动干”，营造齐抓共管的浓
厚氛围。活动中40 名乡镇机
关干部、17名白山市乡村振兴
产业协会成员、8名农村党员、
15 名志愿者带头积极融入环
境卫生整治一线，示范带动村
民积极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
中来，形成了党群携手齐心共
管的良好局面。

网格作战、四级联动，形
成工作长效。乡村振兴产业
协会协助村党组织研究制定

了常态化环境卫生整治维护
工作体系。以“六清”内容（清
垃圾、清柴草、清粪堆、清院
落、清沟渠、清道路）为总抓
手，将村级四级联防一键切换
为“四级联动”工作体系，163
名协会成员、5名村干部、29名
农村党员、17名群众代表对全
村85 个常住户建立四级联动
网格工作对接体系，形成了工
作“触角”全覆盖，环境管护无
死角的工作机制。

全域整治、强化宣传，形
成良好氛围。在充分利用宣
传栏、横幅、电子显示屏、微信

群 等 多 种 宣 传 方 式 的 基 础
上。白山市乡村振兴产业协
会成员深入农户家中，和群众
一起打扫室内卫生；了解农户
产业发展现状提出指导建议；
宣传“六域”党建引领“三城”
创建政策要求，引导村民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此次整治行
动共清理道路7000延米，清理
沟渠3000米，清理院落41个，
转运垃圾 0.5 吨，并为 32 户农
户捐送了大米和面粉等生活
物资。营造了全民动员、全民
重视、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
浓厚氛围。

靖宇推进“联建强村”提升工程

年初以来，通榆农商银
行坚持“稳中求进”的总体工
作基调，围绕“存款立行”的
发展理念，聚焦主责主业，积
极推进网点转型，拓展营销
渠道，强化考核监督，提升服
务质效，全力抓好资金组织
工作。截至目前，各项存款
余额56.16亿元，较年初净增

长3.62亿元，增幅6.89%。
坚持“智能化、小型化、

社区化、标准化”发展方向，
持续优化物理网点布局，引
入电子替代率考核理念，智
慧柜员机实现网点全覆盖，
大力推进“人工网点+智能
机具+客户经理”三位一体
经营模式，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专业化、精细化服
务。对聚合支付、理
财金卡等优势产品进
行积极推广，加大营
销覆盖，增强对公服务
能力，推进存量客户
提升和电子产品使用
率，带动零售存款增
长。 （朱海涛）

通榆农商银行

资金组织量增质优

为有效提升基层网点的
业务水平，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龙井农商银行
第四党支部以“围绕经营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
作思路，协同运营管理部开
展了“党建促经营，防控操作
风险，提升业务能力”主题党
日活动，将党建工作同企业

的经营工作紧密相结合。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以业

务指导的形式开展，旨在通
过充分发挥党员引领作用，
确保员工业务能力逐步提
升，服务客户注重质效。活
动中，党支部成员深入一线
网点，对基层营业网点从业
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进行现

场检查和督导，帮助一
线员工做好业务管理，
强化操作风险防控。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
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党
组织与基层员工的联
系，有效改善了全行基
层员工业务能力和风险
防范能力。 （海涛）

龙井农商银行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根据辉南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 2019 年 5 月 9 日会议纪
要精神，县政府授权辉南县自
然资源局、辉南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对回迁房屋依法进行
联合公示，公示期满后无产
权纠纷问题的，由辉南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依据相关规定
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现拟对朝阳小镇以下补
漏户房屋进行公示，与此相关
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
议的，在该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逾期不申请异议的，将依法
依规办理相关的不动产权登

记。
姓名：赵明琴、王玉明、王

文艳，房屋坐落：6 号楼，用
途：车库，房号：106 ，面积：
28.3平方米；房号：118，面积：
30.8 平方米；房号：119，面
积：28.23 平方米；房号：107，
面积：28.39 平方米；房号：
108，面积：33.4平方米。联系
电话：13844525758

姓名：方太顺、方惠文，房
屋坐落：14 号楼 4 单元 310
室，面积：45.39平方米，用途：
住宅，联系电话：13843561688
特此公告

辉南县自然资源局
辉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告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新华边境派出所在日常巡逻中，发
现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当即联系当地林业局人员，
目前已移交林业部门接受救治。 李佳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