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郭文娟）一个老化开裂的插线板，缠
了一圈圈黑胶带，上面插满了插头；
一张电热毯，即便屋内没人时，也长
时间接通电源……连日来，万柏林区
光华街社区的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
有些居民的“常见举动”存在安全隐
患。对此，网格员及时劝阻，并向居
民普及了安全用电知识。

在光华街 16号的一个小区内，网
格员刘婷婷发现 1楼的厨房窗台上放
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半遮半掩露出
了里面的插线板。经询问，原来是居
民刘女士打算做几道拿手菜招待亲

戚，可需要用到的电器厨具太多，屋
内的插座都满了。于是，她翻箱倒柜
找出一个旧插线板，放在窗台上，上
面插着电饭煲、电磁炉、空气炸锅等
多个电器。

这个插线板的外壳，已经老化开
裂，缠绕了胶带继续凑合使用，连着
的电线也并非原装。另外，这个插线
板上插满了插头，很容易超负荷导致
线路过热。网格员连忙劝说居民拔掉
插头，不要再用这个老旧的插线板。

随后，网格员在入户时还发现了
几类隐患。有一名独居老人感觉室
内温度有点低，用上了电热毯，但电

热毯一直处于加热状态，一问才知
道，老人为图省事，平时外出时也不
断电。有居民将洗完的衣物直接铺
在电暖气上，也很危险。

这几天，光华街社区加大了排查
力度，对于居民的错误用电行为，发
现一处，纠正一处，有效预防和减少
火灾事故发生，确保辖区居民安全温
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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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根据
全省区域联防联控要求，我市将从
12月 23日零时起，启动大气污染防
治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橙色预警
将一直持续至 26日 24时。

据环境监测部门与气象部门
研判会商，未来多日全市气象条件
不利于污染物扩散：12 月 23 日，高
压底部，风力弱，污染物扩散条件
一般；24 日至 25 日，偏南风，25 日

湿度增大，可能有弱降水过程，污
染物扩散条件较差，预测我市空气
质量为 3级轻度污染到 4级中度污
染；12 月 26 日，白天污染物持续累
积，傍晚至夜间冷空气南下，扩散
条件转好。

预警期间，我市将对工业源、
面源、扬尘源、移动源等采取更加
严格的减排措施。

在工业源减排方面，全市纳入

应急减排清单的 1554家企业，实施
绩效分级差异化减排，严格落实

“一厂一策”橙色预警各项减排要
求。清徐县美锦、梗阳、亚鑫焦化
等重点企业，在严格落实绩效分级
差异化减排要求的基础上，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控制在
5 毫克/每立方米、10 毫克/每立方
米、40毫克/每立方米。

在面源污染管控方面，重点是

做好做好燃煤管控，同时，严禁露天
焚烧垃圾、秸秆、落叶、柴草等行为。

在扬尘源污染管控方面，严格
控制喷雾降尘、道路洒水和冲洗作
业，未达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的
工地停止户外施工作业。

在移动源污染管控方面，严格
管控中重型柴油货车（包含燃气车
辆）上路行驶；除污泥运输车外，全
市范围内停止渣土运输。

持续四天

我市启动大气污染防治橙色预警

在尖草坪区阳曲镇阳曲社区，总能看
到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郑国进忙碌的身
影，走访居民群众、化解邻里矛盾、排查安
全隐患……扎根基层 15 年，郑国进办实
事、做好事，成为社区居民值得信赖的“贴
心人”。近日，郑国进荣登太原市 2022年
第三季“最美时代新人榜”。

社区工作多是一些家长里短，琐碎且
繁重。当年 25岁的郑国进走上社区工作
岗位时，很多人不解。大家都觉得这小伙
子肯定在社区干不长。可谁承想，郑国进
一头扎进社区，从社区副主任，到主任，再
到书记、主任一肩挑，一干就是 15年。

尖草坪区阳曲镇阳曲社区有居民 500
余户、900 余人，且老年人居多，居民居住
比较分散。郑国进说：“我是本地人，对这
里的居民群众都很熟悉。他们的冷暖安
危时刻记挂在我心上。”

空巢老人牛大娘年逾八旬，郑国进经
常会去看望老人。不久前，牛大娘摔伤，
卧床不起。郑国进积极为牛大娘申请到
了家庭助老服务，给老人家里搬来一张护
理床，安装了网络、坐便椅……这些助老
设施，为老人安享晚年提供了保障。

年近六旬的石师傅，突发心脏病，做
了开胸手术，自己支付了 10万余元的医疗
费用，让这个贫寒的家庭愈发雪上加霜。
郑国进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向民政部门申
请了困难群众的大病救助。当 5000 元救
助金申请下来时，石师傅眼含热泪激动地
说：“感谢郑书记为我们雪中送炭，让我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静默期间，一位返乡群众，在卡口不
配合检查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郑国进
及时赶到现场，耐心安抚当事人的情绪，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讲解政策、化解矛
盾……终于，这位群众想通了，还主动对
郑国进说：“谢谢你，这么冷的天，开导我
这么久，辛苦啦！”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让
郑国进倍感欣慰，疲惫的身体瞬间精神倍
增。

社区是社会构成细胞，和谐社会的基
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郑国进
说，如今，社区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行政职
能，许多民生政策都需要通过社区工作去
落实。

“社区工作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在郑
国进心里，群众利益无小事，全心全意为
居民服务不仅是自己的本职工作，更是一
份事业。每当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群众解
决了实际困难，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的笑
容，郑国进就会感到由衷地欣慰。扎根基
层实现人生价值，在平凡的岗位无私奉
献，收获幸福，郑国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记者 郝晓炜

社区居民
的“贴心人”
——最美时代新人
郑国进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郭晓华 通讯
员 闫俊宇）冬日，天气寒冷，却
有环卫车洒水清扫路面。对此，一
些市民不禁疑惑，这样会不会导致
路面结冰，带来安全隐患？日前，

“12345”热线接到市民反映后，相
关部门给予解答。

“小店区滨河东路长风桥至南

内环桥路段由南向北方向，有环卫
车清扫路面。冬季，天气寒冷，洒
水清扫容易造成路面结冰，存在安
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调整清扫方
式！”近日，“12345”热线接到市民
反映后，便派单到市城乡管理局，
该局又派单到市容环境卫生中
心。市容环境卫生中心落实后回

复，经工作人员了解核实，市容机
清队反馈，该部门冬季作业选择一
天中气温最高时段作业，也是考虑
到道路结冰问题，清扫车出水量
少，且作业速度比夏季快，清扫过
后不会对道路造成结冰。接下来，
会根据市民提出的疑惑有针对性
作出调整。

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讯员
张跃跃）一名七旬老大爷从贵州来
并探望远房亲戚，却因亲戚地址变
更迷路，流落街头。12 月 18 日，在
庙前派出所民警帮助下，老人被送
到救助站得到妥善安置。

当晚 10 时许，迎泽大街市交通
运输局的值班人员向庙前派出所求

助称，一名老大爷在单位门口徘徊，
询问后得知老人迷路了。民警赶到
现场，将老人扶上警车取暖，询问详
细情况。

原来，老人姓熊，73 岁，贵州
人。前不久，他从老家乘坐大巴
辗转来并，按照记忆中的地址探
访远房亲戚。不料，因时隔多年

未曾联系，亲戚的住址已经变更，他
寻亲无果，人生地不熟，便流落街
头。

因熊大爷无儿无女，提供的寻
亲线索也模糊不清，征得其本人同
意后，民警将他送到救助站妥善安
置，待其理清头绪后再做进一步打
算。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郭望）12月 19日，千峰南路 89号纺织
苑旧区东一条 20 号楼 2 单元楼道供
暖阀门突然崩裂，水柱喷射，情况紧
急。社区干部、网格员迅速协调多方
协作抢修，清理积水，更换阀门。这是
该小区三天来第三次发生因暖气管
道、阀门破裂等原因导致暖气停供。

12 月 17 日晚，该小区东一条 14
号楼居民致电社区表示，该楼暖气管
道破裂了，希望社区尽快想办法。接

到反映后，纺织苑东社区党委书记张
婷带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察，随后
和市政部门、热力公司、物业取得联
系，多部门工作人员紧急行动，不顾
严寒连夜排查漏点，调配应急车辆展
开抢修。深夜，施工人员终于找到漏
点。抢修现场，热力公司维修人员站
在没过膝盖的积水中，对破损管道进
行更换修补。社区干部、网格员在一
旁配合维修工作，并积极在网格群内
与楼栋居民沟通，做好解释工作、发
布抢修进度消息，确保居民第一时间
知晓供暖维修情况。经过一个昼夜
的抢修，管道得以修复，暖气温度逐
步恢复正常。

12月 18日下午，该小区东一条 12
号楼发生了同样的问题，社区干部又
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调抢修，以最

快速度恢复了供暖。12月 19日晚，该
小区东一条 20 号楼 2 单元居民致电
社区反映，该楼楼道内一个供暖阀门
突然崩裂，水柱喷射，情况紧急。社
区党委书记张婷赶紧电话通知物业
人员一起赶赴现场。到现场后，物业
维修人员还没到达。张婷和网格员
马慧婷和几位热心居民找来帆布、麻
袋、绳子、木棍和铁丝等物品，先将阀
门堵住捆住，大家又冒着严寒踩着积
水，从五层清扫到地下室，把积水基
本清理掉。随后维修人员赶到，采取
措施将供暖阀门更换。

微信群内，广大住户纷纷点赞社
区和物业、热力公司。社区党委书记
张婷表示，眼下是特殊时期，很多居
民都生病了，如家里再断暖，后果不
堪设想，关键时刻，我们责无旁贷。

探亲老人迷路 救助站里安身

管道破裂导致断暖 社区协调恢复供热

居民常见举动 存在用电隐患

冬日洒水清扫 相关部门解惑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