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hwq3@163.com

版本版编辑：兰增干 版式：张 瑜 校对：桂 璐

2020年1月8日 星期三

3

物流园里的陕建铁军物流园里的陕建铁军

1月2日，
国网商洛供
电公司实现
连续安全生
产5000天，开
创 历 史 新
高。2019年，
该公司完成
不停电工作
878 项，实施
大修、技改及
成本项目105
项，消除各类
缺 陷 隐 患
2187 项 。 图
为该公司职
工在雪中巡
线的场景。

□刘军峰
祝赫 摄

1月 2日，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收到了第一份新年
礼物，一封来自国网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阿里联网工
程建设指挥部的感谢信，
感谢陕西院对西藏电网建
设作出的贡献。

阿里联网工程是阿里与
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的简称，
工程起于西藏中部的日喀则
市，止于阿里地区的噶尔
县，总投资 74 亿元，输电线
路 长 1689 公 里 。 工 程 于
2019年 9月开工，建成后，将
彻底结束阿里电网孤网运行
历史，解决和改善沿线近 33
万农牧民“虽已通电但经常

停电”的尴尬，助力西藏边
境地区建设和决胜脱贫攻
坚。陕西院承担多林-查务
500千伏（桑珠孜区段）线路
工程设计任务。

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陕
西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
力。一线员工克服高海拔、
缺氧、严寒、大风、强紫外线
等恶劣环境影响，严格标
准、细化管理、诚信履约、优
质服务，赢得了业主的尊重
和感谢。感谢信中说：陕西
院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企业担当精神，扎根雪域
高原，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的精神，为工程的推进作
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贡献。

□成婧

■工厂故事■
一封来自西藏的感谢信

公交公司电动汽车充电桩高压计量电
量比客户自装的低压侧计量的电量大，客
户很不理解，拒绝承担多余电费……前
不久，一个紧急求助电话从基层金河支
公司打至时晶的办公室。

时晶远程指导该公司进行高压无功
补偿装置检查。最终不仅解决了问题，
也打消了客户疑惑，更重要的是保证了
双方的利益。

时晶，国网宝鸡供电公司营销部计
量管理专责，她的常态是“办公室里接电
话”。近日，她凭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
千里之外”的高质量服务水准，一举在
2019 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第七届供电

“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中获“十佳服务之

星”荣誉称号。
作为营销部的一员，为每一位客户

提供优质服务，是时晶执着的坚守。
也因此，她的计量检验检测工作重

心已从试验室转移到客户现场，无论寒
暑，问题现场总能看到她的身影。

有年春节期间，由于市民燃放鞭炮，
宝鸡九冶小区一幢家属楼楼道起火，造
成线路短路，导致整个小区断电。

接到抢修单后，时晶带领计量人员
摸黑赶到现场，一边排查断电原因、制定
抢修方案、缩小停电范围，一边迅速配
表、安装、查线，并不厌其烦地为每一位居
民解释停电原因。

直到次日 10点20分恢复送电，她一直
站在寒风中面带微笑对待每一位客户，居民
们连声赞扬：“你们这位女班长真不错！”

2013 年，时晶接手计量项目管理工

作，而在这之前，她的专业是供用电技
术，主攻变电站设计，属于强电。由于对
此一窍不通，工作开展困难重重。

不过，每天跟着师傅们跑现场，从他
们身上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
西，一点一滴渗透着她对计量工作的理
解。“供电的前期输、送、变、配电等等，最
终就是体现在计量环节上，不能有半点
马虎，哪怕一个微小的疏忽，都会给客户
和企业造成巨大损失，这是一项神圣的
工作，我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时晶给自
己定下了目标。

凭着这股执着和不服输的精神，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她学会了项目可研编
制、预算制定等方法，确保了每一个计量
项目的合理设置与有效执行，为业扩报
装工程提供了可靠充足的计量设备。

三年后，时晶所在的宝鸡供电公司，

率先在国网陕西电力供电区域实现智能
表计量、采集全覆盖。

为降低台区线损、准确快速判定低
电压台区，她发明了低压配电网络台区
快速识别技术；为解决智能电表信息记
录量大、现场抄读繁琐的问题，她主持研
发了“智能电能表抄读”手机 APP，提高
了设备检查的准确性，使客户信服。

时晶说，一个人的专业水平提升代
表不了什么，人人都能提升专业技能，企
业的发展质量才会更高。

在这种初心和认知下，她带出的徒
弟个个都成长为业务骨干。徒弟沈大
志已成长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能专
家，徒弟张鹏、田侃文、刘鹏等已成长为
国网陕西电力先进工作者，国网宝鸡供
电公司金牌技术工人、十大杰出青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时晶：为客户送上优质服务
■职场精英■

“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塔吊，整个项
目的正常运转可全靠它咧！”刘春光指
着不远处那台高耸的塔吊，眼神瞬间
散发出光芒，坚定的语气里饱含着对
这份工作的自豪感。三十多年，刘春
光从学徒干起，硬是靠着苦功夫，把设
备运营维护做到了极致。

三十年前，年仅 17岁的刘春光来到
中建二局二公司，从学徒开始，就一直
负责着大型设备的调配和管理工作，这
个旁人看来稍显漫长无趣的职业背后
的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刚进入项目时，刘春光为了给项目
降成本增效益，硬是穿梭在当地的机械设
备租赁市场询价对比了一个星期，最终把
进驻项目的塔吊租赁费降到了市场均价
的 75%。有些人会问他塔吊租赁费是公
司出钱，为什么要这么用心去货比三家，他总是说“你
省下这笔钱，就能投入到更有利于社会的方面去”。

不仅仅是在这件事上打“小算盘”，任何一件由
他负责的涉及资金支出的事项，刘春光都会精打细
算，把成本降到最低。日子久了，节省下来的成本
效益少说也得上百万。

人常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刘春光在带徒
方面可毫无保留。他这一身“庖丁解牛”般的本事
来之不易，但他从不隐藏，年轻人不懂的地方，他总
会带着去现场教学，有针对性地给他们传授工作方
法。一来二去，他也成了项目上很受大家喜欢的

“春光叔”“塔吊叔”。刘春光经常说：“这是一个信
息化的时代，年轻人缺的是工作经验，那我教给他
们，我不懂一些互联网新技能啥的，年轻人们又给
我讲，这样子互相学习，大家都有进步。”

由于工地上大型机械的使用频率很高，有时总
会出现一些小故障，因此免不了时常去维护保
养。为了保证机器的安全平稳运转，刘春光结合
《机器设备操作规程》总结出了很多经验，并制定
了详细的点检、维护保养计划。刘春光有一本泛
黄的检修笔记，可以称得上是项目新员工的必修
课本了，在工作中，他把每次检修的故障部位、原
因、解决程序等，都逐条记录在本子里。这样一
来，每台设备的脾气秉性全被刘春光给摸透了，设
备一旦出现故障，大家就能“按图索骥”轻松找到

“症结”，处理起来得心应手。日子久了，这本笔记
被大家传阅得泛黄发皱。

“建筑人要经得起风雨，耐得住寂寞。”刘春光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参与城市建设通常远
离家乡，因工作职责所在，刘春光每次回家只能匆匆
陪伴家人一两天就返回工地，他总觉得亏欠家人，每
当想起家人，刘春光眼角总是泛起一丝泪花……

□杜冬 何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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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西安景铭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来
到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对该公司派遣的保
安进行双节慰问。 □单铁元 摄

中铁一局新运公司研和铺架基地让标准化作
业融入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杜绝习惯性违章已
成为职工的自觉行为。图为职工正在施工作业。

□刘顺良 摄

1月5日，因雨雪天气影响，蒲城公路段立即启
动除雪保畅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养护路政人员、机械
设备上路开展除雪保畅作业。图为该段工作人员正
在对受困车辆进行救援。 □党胜峰 程红新 摄

第 26 届杨凌农高会期间，由陕建一
建集团四公司承建的杨凌物流园 1#动力
中心项目和 6#气调库项目在此次活动中
担负着商务签约、业务洽谈、电商对外展
示、智慧物流、电商仓储等作用，受到了
参展单位和参会人员的喜爱。

该场馆能在 2019 年 10 月 20 日试运
行，22 日顺利使用，背后凝结了陕建一
建集团四公司杨凌物流园项目全体管理
人员夜以继日奋战 40 天赶工期的辛勤
付出。

自开建该项目北广场和展馆幕墙以
来，公司总经理刘东督战，生产经理孙海
刚驻扎现场指挥，根据施工实际情况组

织项目管理人员，随时召开策划布置会，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严把质量
关，明确施工任务，衔接施工细节。尤其
在协调 346 人同时作业的用工最高峰时
期，面对项目内外交叉施工难度大，通宵
作业危险系数高等多重困难，项目管理人
员更是沉着应对、管理到位，通过科学排
布，积极沟通协调，身体力行一线作业，保
证了施工的顺利进行。

在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 40天高强度
超负荷的不懈奋斗下，使原定 2020 年 3
月份完工的项目，提前 120天保质保量交
付甲方使用，而在这 40天中，他们更是完
成了 4000 万元的工作量，为项目创造利

润，受到了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的高度赞
扬。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能在施工现
场看到项目经理田园、技术负责张文博、
工长解永恒他们的身影，他们成了项目
的铁三角、救火队，哪里出现突发情况，
哪里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项目经理田
园那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我们看到的
是对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工的坚定信念；
在技术负责张文博晒得黑红的脸上，我们
看到更多的是对打造精品的执著追求；从
工长谢永恒嘶哑、急促的声音里我们听出
更多的是用心施工每一个细节。中午吃
饭的时候，他们边吃边讨论接下来的施工
要点、人员配合、材料安排等工作。

正因为有这些年轻而又有干劲的管
理人员，项目部才充满了斗志和精益求精
的品质诉求，在凌晨本该进入梦乡的时
候，物流园项目施工人员还在现场通宵作
业，机械的轰鸣声加上钢管碰撞的声音奏
响了现场的交响曲，对于很多人来说听起
来很刺耳，但在他们心中，只要机械不停、
灯光不灭，离胜利就越来越近。

自项目开工以来，有过炎炎烈日，也
有过连绵阴雨湿热的天气，无论天气如
何考验一建“铁军”的意志，大家都能始
终保持饱满旺盛的干劲，不屈不挠的拼
劲，锲而不舍的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的恒劲，力争展馆按期完工。 □芦琰

■明星班组■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韩城车务段合阳车站
2019年全年煤炭装车 34921车，较去年同
期增长 5269 车，发送 2355113 吨，较去年
同期增长 353238吨，圆满完成了煤炭运输
任务，为陕渝经济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7 年初，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重庆
市人民政府签订了一项产能置换振兴陕
渝经济互惠互利战略协议，开创跨省份
产能置换合作先河，1500 余列火车穿越
秦巴山区，把共计 500余万吨的煤炭从陕
西运送到重庆，从而实现了两地“双赢”。

为了实现陕渝产能置换合作“双
赢”，合阳车站站长胡文军带领干部职工
无私奉献、任劳任怨，为陕渝经济振兴作
出了积极贡献。地处侯西线韩城车务段

管内的四等小站合阳车站，30 多名干部
职工在小站站长胡文军的带领下，用安
全、奉献、创新、务实和执着诠释着“交通
强国 铁路先行”的铮铮誓言，为全面实现
陕渝经济振兴提供了保障。

50岁出头的胡文军领导的合阳车站
开展以“三保三增”为主题的形势任务宣
讲活动，向干部职工宣传“三保三增”的
意义、目的、要求，点燃了干部职工全面
完成运输煤炭任务的信心，擂响了运输
煤炭上量的战鼓，促进了煤炭运增量。
以煤炭“装车超两万、创效比贡献”活动
为载体，全力以赴增加运煤量。车站抓
住煤炭发运量需求迅猛增长的契机，多
次召开王村矿专用线领导座谈会，密切
联系企业货主，向客户提供铁路运输相

关信息，根据铁路运能组织有效货源，提
高运输效率。胡文军还帮助企业制定个
性化物流服务方案，合理安排货位，切实
解决煤炭企业的运输困难。

在煤炭装车上，胡文军常常要求货
运人员提高服务质量，用好服务用语，树
立铁路职工形象，以服务促进煤炭装车，
做到有请必装、无请请装，增加散堆装货
源总量。他在日常的工作中加强与集团
公司运输、调度、货运部门的沟通协调，
做好装载和行车、调车工作，保证空车充
足。他在车站重点盯控装车，利用每日
交班会及时联系王村矿煤炭专用线，积
极组织装车、挂运，杜绝了煤炭车挂运不
及时的问题，提高了作业效益，保证车流
货流畅行。

面对车站货运人员紧张、坏车破损
车多等情况，胡文军主动放弃休假，加入
到货运职工队伍，和货运人员一起并肩
战斗，办理货票、加固破损车，对走行部
好的车底、车边、车门进行修复、喷沫、加
固，为装车提供了空车来源。他关心职
工生活，积极对接各部门，对职工工作、
生活场所进行改造维修。定期对职工伙
食进货渠道、安全标识、食堂卫生、饭菜
质量进行检查，使职工吃好，保证职工有
个健康的身体。 职工家里有婚丧嫁娶，
胡文军也一定帮忙料理，使职工有归属
感，这些都为煤炭运输、安全生产、陕渝
经济振兴提供了源动力。胡文军个人多
次获集团公司、段先进个人，职工亲切地
称他为“当家人”。 □姚风雷 刘铁甲

小车站的“当家人”■兵头将尾■

■能工巧匠■

进入冬季，延安炼油厂以“不
冻坏一台设备、一根管线、一块仪
表、一台阀门”为目标，群策群力

加强设备设施管理，让装置过“暖
冬”。图为近日工作人员进行安全
隐患排查。 □冯雨 曹锋 摄

二十年来，他始终认为“群众利益大于天”。
在法官岗位上，他始终把政策、法律和自己对群
众的一片真情送到每位当事人心中。他就是咸
阳市法院系统“调解能手”樊国强。

樊国强，现任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速裁中心
副主任。他刚参加工作，就主动到条件艰苦的旬
邑县人民法院基层法庭工作，一干便是七年。樊
国强靠一辆自行车送达文书、巡回办案、核实证
据、勘验现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每年结案近
200件，调解率达 80%以上。

在咸阳中院刑一庭工作期间，樊国强办理刑
事案件 600 余件，其中无期以上刑罚案件 300 余
件，他严把案件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办
理案件无一件因为事实不清发回改判，没有因为
裁判不公引发涉法上访案件，审结率 100%，服判
息诉率 100%。

樊国强在速裁中心坚持“简案快审、难案精办、
繁简分流”工作思路，遵循“速立、速送、速排、速调、

速审、速判、速结”工作机制，切实提高审判质效，最
大限度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

他办理的精神病被告人甘某某故意伤害致一
死七伤案，受害人均为同村村民，一户受害人为
贫困户，各被害人情绪激动，多次闹访，他数十次
进村入户调解，多次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
持，最终将该案民事部分调解处置，并争取到部
分救助资金，使该案矛盾彻底化解，确保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风里来，雨里去，岁月早已在樊国强脸上划
上了道道年轮。凭着一股迎难而上的勇气，怀
着“群众利益大于天”的深厚情愫，他将一件件纠
纷化解在法院大
门之外，将矛盾
消 灭 在 萌 芽 状
态，为维护一方
平安奉献了宝贵
的青春。 □秦力

群众利益大于天
——记“咸阳市劳动模范”樊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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