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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日前，洮南市兴
隆街道办事处隆德社区开展了以“增
强社会诚信意识，促进文明城市建设”
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为全面加强社区居民的诚信教育，
牢固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区向
群众发放了道德诚信倡议书，宣讲道
德诚信有关知识，倡导居民“争做诚信
市民、共筑诚信”。牢固树立诚信为
本、操守为重的观念，自觉增强诚实守
信的意识；争做诚实守信的践行者。
在日常生活中讲诚信、重信用，让诚信
深入人心，在单位做个诚信员工，在家
庭做个诚信成员，使讲诚信成为人们
的普遍自觉行动，每个人都做一个诚
信公民。

活动发放宣传单300余份，得到了
社区居民群众的响应，为提高社区居
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 王超 记者 张殿文 报道

10月12日，记者在市供热燃气办了解
到，今冬供热时间为10月20日至次年4月
10日。白城市中心城区集中供热面积1885
万平方米，其中热电联产供热1743万平方
米，区域锅炉房供热142万平方米；市区供
热总管网长度为656.2公里。

在供热设备检修方面，各供热企业针对
上个采暖期出现的问题，及时组织人员进行
排查、梳理，对设备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进行认真分析、评估，制定了年度检修计划，
并积极开展设备、设施检修。目前，已全面

完成设备检修和改造任务，设备完好率达到
100%。

在供热安全方面，有关部门要求各供热
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执行生
产环节操作规程，对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
重要部位进行重点检查，并要求企业做好应
急事故各项工作，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加强对供热企业的安全检查力度，强化生产
运行场所规章制度的落实，保证各类人员持
证上岗、操作规范，确保安全生产各项要求
落实到位；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实行

回头看，坚决保障采暖期安全供热。
在煤炭储备方面，白城市此次采暖期预

计所需煤炭总量为6万吨，当前煤炭储量为
3万吨，占比50%。目前，本市各供热企业
已与煤炭供应单位签订了全年用煤量的购
煤合同并陆续运抵各供热企业。

据了解，供热企业一次网、二次网在注
水，10月15日前注水完毕，10月20日开栓
供热。有关部门将做好全过程质量监控，加
强对各供热企业的监管力度，保证供热工作
良好运行。 / 记者 李政孚 报道

下水常堵苦恼 物业服务暖心

“身为业主，我想通过媒体，表达我对
恒瑞物业工作人员深深的谢意，他们全心
全意为业主服务的行为令我感动！不把
心里的感谢说出来，我心不安啊！”近日，
家住经开区中法小区的业主张女士激动
地对记者说。

张女士介绍，自家住二楼，一楼是车
库。因为该楼下水设计问题，厨房的下水
经常堵。每次下水堵了，只要打电话，物
业工作人员随叫随到前来疏通。今年的
两次疏通下水，更让张女士感动不已。

3月，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期，
张女士家的下水道堵了。想到特殊时期，
大家都十分注意防范，张女士担心物业不
能来通下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打通
了物业负责人董坤的电话，电话那边董坤
嘴里嚼着饭答应马上过来。不一会儿，董
坤就带着工具过来了。在二楼没疏通开，
就来到一楼的车库下水疏通口疏通。到
一楼却发现车库已被业主改做其他用途，
通不了下水了，只能到地沟里进行疏通。
而这个单元楼道内居然没有地沟口，只有
在该单元一楼楼道内的地面切割出新的
地沟口进入。董坤打电话找来两位专业
工人，他们在地面上用专业工具硬是切开
了个新入口进入到地沟里，通完下水连手
都没洗就走了，感动得张女士不知说什么
才好。

8月的一天，张女士家的下水道又堵
了。她给物业打电话，不长时间工作人员
就赶到了，仍是进到地沟里通下水。张女
士说，那天气温很高，当地沟口打开时，站

在地面都能闻到地沟里的刺鼻气味。物
业人员顾不上这些，伏身钻了进去。从地
沟爬上来后，他们出现了恶心呕吐状况
……下水通了，张女士被感动得热泪盈
眶，她用手机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她说物
业人员是最美的劳动者，这样的服务怎能
不令业主满意。张女士希望通过媒体，向
恒瑞物业工作人员表达深深的谢意。

物业人是园丁 小区美似花园

居家小区环境，关乎着居民的幸福指
数，家住经开区吉鹤苑小区的马女士对此
颇有体会。马女士提起自家小区物业服
务，赞不绝口。她说，自从恒瑞物业有限
公司接管小区物业后，小区环境有了巨大
变化。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住在这儿的
人好像生活在花园中，业主们非常认可物
业的服务。

走进吉鹤苑小区，业主的认可有迹可
寻。今年入秋后，恒瑞物业启动了“美化小
区从细节做起，恒瑞物业粉刷公共设施”工
作。据该小区物业负责人曾经理介绍，小
区中的实木座椅和凉亭，风吹日晒后出现
了油漆脱落情况，为保证美化和使用效果，
每年都需要刷一遍清油，为体现它们的美
观、防护和安全功能，营造整洁优美的小区
环境，恒瑞物业组织员工对小区铁门、立体
雕塑等进行了全面刷漆翻新。在刷漆过程
中，员工们十分注意保护现场环境，他们在
地面铺上了纸板，避免了油漆滴落污染路
面。待刷好油漆后，又贴心设置醒目标识
提醒业主，避免业主不小心触摸到护栏等
沾上油漆。刷漆后的小区焕然一新，增强
了业主们的居住舒适感和幸福感。

业主满意为上 努力做到最好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物业
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在时常听到业
主不满意物业服务的声音中，恒瑞物业有限
公司的服务模式，犹如一股清流为物业公司
与业主之间关系的良性循环注入了活力。

白城市恒瑞物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
年，现有在岗员工98人，是一家小区物业
服务性公司，主要负责基础物业管理服务
工作。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用最低的
收费服务好更多的业主”的经营理念。

恒瑞物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坤，是位
朴实的东北汉子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和
普通员工一样，风里来雨里去奔波于服务
业主的工作中，在勤奋中保持进取与创新
意识。如今，公司拥有现代物业所需的专
业清扫车及相关专业车辆数十台，服务于
市区的华一家园、中法小区、网通小区、吉
鹤苑小区等9个小区，共计86.2万平米。

董坤表示，自己始终相信真心换实意，
做物业工作也是如此。前段时间，为方便
业主在自家楼下锻炼，他向幸福办事处提
出申请，为小区安装健身器材。很快，办事
处协调相关部门的健身器材就安装到位
了。如今，新安装在幸福花园和吉鹤苑小
区的健身器材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锻炼条
件，居民们赞不绝口。董坤说，未来的物业
工作需要更加注重细致化、人性化、品质
化，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挥自己作为一名
党员的作用，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打造一
个让业主更满意的“红色物业”，为当地的
物业发展、为建设美丽和谐的白城贡献一
份力量。 / 记者 薄秀芳 报道

白城市供热进入倒计时
将于10月20日开栓

倾情服务暖人心
——记白城经开区恒瑞物业有限公司

城市晚报白城讯 李冬生，男，汉族，
1962年 11月生，长春市朝阳区南湖街道
湖滨社区居民。

20多年间，李冬生于车祸中助人、火
灾中抢险、鱼塘中救命、赤手夺白刃，7次
匡扶正义，以善行义举弘扬了社会正气。

2003年 3月的一天，李冬生开车途中
路遇一家三口遭遇车祸。他迅速将危在
旦夕的三人送往医院。到达医院后，李冬
生又帮助办理各项手续，还为伤者垫付手
术费用。由于抢救及时，一家三口得以脱
险，李冬生却悄悄离开了。2012年7月一
天的夜晚，李冬生和朋友在市场购物时，

看见一名男子突然疯狂地用刀将一位老
妇人捅倒在地，紧接着又举刀向旁边一位
赶来阻拦的老人扎去。李冬生临危不惧，
打掉了男子手中的尖刀，与男子进行殊死
搏斗，制止了犯罪。在公安民警和医护人
员赶到现场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手臂
已被尖刀划伤。李冬生救人于危难的义
举，早已成为习惯。早在1990年 4月，李
冬生在外办事时，遇上由于修理工人操作
失误引发的设备爆炸，现场有200多公升
汽油，随时会被引爆。危急时刻，李冬生
冲进火海，拉下电闸。为此他全身多处烧
伤，住院治疗一个半月才痊愈。类似的事

情还有很多：1998 年 6 月吉星加油站救
火、2014年 10月在鱼塘救起晕厥的高龄
教师、2015年 11月在雪地里救助受伤的
年迈老人等等。李冬生还心系公益事业，
多次为贫困学生和病人捐款，长期参加各
类助老扶贫活动。

总有人问李冬生，面对这么多次的危
急时刻，挺身而出时有没有过害怕？李冬
生回答很朴实：“我只知道救人刻不容缓，
我看到了，赶上了，就必须冲上去。”

李冬生荣获吉林省道德模范、吉林省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称号，荣登“中国好
人榜”。 / 综合 报道

见义勇为英雄
——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李冬生

洮南兴隆街道开展
诚信主题教育宣传活动

建强“红色孵化器”
深化助企纾困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
委落实“六稳”“六保”部署和省委组织
部、省非公党工委《关于建强“红色孵化
器”深化助企纾困活动的通知》要求，近
日，白城市非公党工委动员开展全市深
入实施“鹤乡红引擎工程”、建强“红色
孵化器”、深化助企纾困活动，进一步巩
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帮
助全市广大民营企业战疫情、渡难关、
快发展。活动从2020年 9月开始，到
2021年8月底基本结束，重点开展“七
个一批”帮扶活动。

一是征集解决一批企业生产经营
难题。在全市13家非公党建指导服务
中心“红色孵化器”中广泛设立“企业帮
扶驿站”，了解掌握企业实际需求。积
极协调非公党工委成员单位、6类发展
服务团提供帮扶援助。组织开展创业
专题培训。引导企业党组织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

二是组织选派一批“帮企发展服务
员”。广泛组织开展“百名干部联百企”
活动，选派业务精、能力强、作风正的专
业干部作为“红色专员”，开展一对一助
企帮扶服务。宣传党政方针，实地走访
摸排，丰富党建生活，壮大党建力量，牵
线搭桥助企纾困解难。

三是培育孵化一批初创型民营企
业。有效整合资源，推动各类双创孵化
载体与非公党建指导服务中心“红色孵
化器”双向对接。积极吸纳优秀初创企
业、党员创业项目入驻中心，力争年底
前每个中心引入入孵企业3户以上。

四是探索建立一批产业链企业党
建联盟。探索建立“龙头企业党组织+
上下游企业党组织”“行业党组织+企业
党组织”等企业党建联盟，推动形成融
通互促的产业发展形势。

五是推荐选聘一批民营企业急需
人才。动态发布企业用工需求，举办党
员职工专场招聘会、会同高校联合举办
高校专场招聘会。加强与行业协会商
会的沟通联系，谋划解决企业人才需
求。

六是宣传推介一批企业名优新特
产品。谋划举办企业产品大集、产品零
售夜市、商品展销会等线下活动。协调
组织电商平台开展线上宣传。打造企
业品牌，展现特色风采。

七是推动组建一批双创孵化载体
党组织。集中力量对各类双创孵化载
体开展摸底排查，落实“一建五送”，支
持党建活动，努力把双创孵化载体打造
成新型“红色孵化器”。 / 马秀琦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确保2020年至2021年采暖期供热准备工作正常推进，切实做好今冬明春供热保障工作，白城市
相关部门及各供热企业早谋划、早部署，已做好供热各项准备，将于10月20日全面开栓供热。

城市晚报白城讯 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物业服务。而物业与业主间总有诸多说不完的事儿。位于白城经开区
的白城市恒瑞物业有限公司，日常工作中也与业主间发生着很多故事，听起来让人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