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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为确保西安市防疫用电万无一失，
12月 25日，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组
织省内第一批保电支援队伍赶赴西安，
包括宝鸡、渭南、汉中、铜川公司4支队伍
共 25人，支援应急发电车 10台，全力以
赴做好疫情防控和保供电工作。

雪夜坚守
不畏严寒护航疫期研考

为确保研究生考试期间各考点用电
稳定，国网西安供电公司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电力保供。12月23日起，对辖
区内 43个考点进行梳理统筹，对考点配
电室及周边配电线路和设备进行多轮次
排查，提前消除用电安全隐患。针对降
温降雪天气，启动电网应急预案，合理调
节电网运行方式，调用应急发电车和
UPS不间断电源至考点，保证不因气候
原因发生用电故障。

12月 24日 19时，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50名员工分为 5支保电先锋队在长安大
学城 12个高校考点外搭起驻点帐篷，每
支先锋队分为两个小组进行轮值，不间
断巡视考点配电室、电缆沟道及架空线
路。25日凌晨3时，秦岭脚下，大雪突降，
气温骤减。“降温往往会伴随着负荷升
高，架空线还会有覆冰、粘雪等隐患，电

缆沟道密封性也要再检查，避免雨雪渗
入引发故障。”听见帐篷外簌簌的落雪
声，经验丰富的配电运维工潘金龙立即
叫醒同事，明确分工和职责后，一边对架
空线路进行红外测温和负荷监测，一边
对电缆沟道进行防雨雪封闭。清晨 7
时，潘金龙看着考点外数千名考生有序
排队进入温暖而明亮的考场，一颗悬着
的心总算落下。“考试开始”的指令从广
播中缓缓传出，风雪交加的一夜终于平
安过去。

封闭值班
智能调度守护电网安全

“儿子，给你寄的羊肉到了吗？吃饱
吃好，戴好口罩，别乱跑……”听闻西安
疫情反复，公司调度员赵一铭远在银川
的父母始终放不下心。“放心吧，妈，我好
着呢！”这位 25岁的青年党员挂掉电话
后，转身就加入了调度封闭值班，以“疫
情不退我不退”的坚定信念毅然投入到
抗疫保供工作中。

作为指挥电网有序运行的中枢神
经，12月18日起，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升级
调度安全级别，集结政治可靠、专业过硬
的电网调度员实施集中封闭值班，采用
分驻点办公、分驻点隔离、全程对外无接

触的方式交接班，确保电网调度场所和
调度人员的绝对安全。公司以“保电网
安全运行、保电力有序供应”为核心，结
合西安市封控期间电网负荷特点，精细
预测、精心计算、精益调度，向电网发出
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指令。12月24日
凌晨，在西安市封闭管理的第一个寒夜，
40名电网调度员坚守调度台，让光明和
温暖充满整座城市。

逆行而上
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12月 24日下午，丽景佳苑一名住户
给国网西安供电公司打来电话称家中停
电，客户经理王帆得知住户是两位七旬
老人，他立即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前
往老人家中查看，原来是空气开关跳闸
引起的断电。“阿姨，表里余额也不多了，
我帮您在网上交费，可以吗？”复电完成
后，王帆又帮住户交了电费。“谢谢小王，
辛苦你了！”屋内的灯重新亮了起来，阿
姨连连向王帆表示感谢。

疫情期间，国网西安供电公司鼓励
广大电力客户使用“网上国网”客户端等
线上平台办理业务，在减少接触感染风
险的前提下满足客户用电需求。与此同
时，全市 134个电网营业厅依然正常运

行。线上线下齐发力，多措并举全覆盖，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坚守一线，为每一位
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让每一位市民家里
都亮堂堂。

齐心战疫
连夜“电”亮核酸检测方舱

疫情形势逐渐严峻复杂，大批移动
支援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纷纷落户西安
市各区县，为方舱加电续航成了当下急
需完成的艰巨任务。

面对“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的三重压力，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发扬
电网“铁军”精神，快速制定切实可靠的
电源接入方案，争分夺秒开展变压器安
装以及高压电缆敷设等工作，连夜制作
满足容量的低压分支箱及焊接底部固定
支架。通过不间断作业，完成长安、临潼、
鄠邑、周至等多个县区方舱接电工作。截
至12月25日，全市16个核酸检测方舱全
部投运，日均检测数量将增加至24万剂。

疫情终将散去，光明总会到来。国
网陕西电力人将始终牢记“为群众办实
事”的初心使命，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
的服务宗旨，与社会各界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战士紧密团结，同心抗疫！

□栗莎 周爽 王起秀

在疫情形势不断升级、日渐
严峻复杂之际，陕西交控运营管
理公司（简称陕西交控）广大党
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以行
动践行初心、用责任担起使命，在

“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不
退”的实践中筑起疫情防控的坚
强战斗堡垒，把一面面党旗插到
抗疫第一线。

勇担使命
把党员身份亮出来

本轮疫情暴发后，西安绕城
分公司广大党员紧急发出“守
一条路，护一座城”倡议。32个
党员先锋岗、5 支党员先锋队、
15 个党员责任区火速集结，全
力防控、逐车查验、消毒登记，
倾力做好组织调度、站点布置、
检查检测、通行保畅等工作，引
导防疫车辆、绿色通道车辆快速
通行。

“目前，我们已有3名收费员
正在隔离，一线收费人员距离疫
情战场很近，必须与时间赛跑，
与疫情赛跑。”绕南管理所第三
党支部书记殷汉豫话语中透出
坚定和决心。

疫情当前，她以站为家，每
天耐心给收费员讲解防疫知
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所有
人员进出站区必须扫码测温、
每日对站区进行三次消杀、食
堂就餐实行一人一桌……同
时，还组织党员成立先锋队，积
极协助配合驻站交警防疫部
门，做好过往车辆的政策解读
及保畅工作。

“前几次疫情，西安都挺过
来了，我相信这次也一定会好起
来的。”绕南管理所职工孙杰笑
着说。他是一名拥有近 20年一

线工作经验的抗疫“尖刀兵”，为了更好地对CPC卡进行消
毒，他自制了CPC卡消毒盒，每天为班员测量体温，叮嘱大
家戴好口罩、手套，事无巨细，从不懈怠。

争当表率 把党员形象立起来

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西安“绕城人”纷纷投入到疫情防
控一线，坚定信念，全力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西安绕城高速作为一道重要防线，只要抗疫有需要，任
何工作我都不推辞！”汉城管理所职工王萍坚定地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萍每天坚持岗前岗后测量体温，规
范佩戴口罩和手套，给收费岗亭、每张CPC卡喷洒消毒液，在
细节上绝不含糊。即便戴着口罩和手套，也不会忽略窗口的
微笑服务，将温暖和安心传递给每一位司乘人员。

绕南管理所马锐的爱人所在的高新医院已经封闭了，他
很担心。然而他每天不是在保畅就是在保畅的路上，再多的
担心也只能默默放在心里。

12月20日，西安电子码系统崩溃，路政大队全体人员奋战在
保畅一线，连续15个小时都没顾上休息。马锐说：“我是队长，又
是党员，每到最累的时候，只要我带头，大家就都跟着干了！”

全力以赴 让堡垒战力强起来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只有严格落实防疫政策，
把好我们收费站的出入检查关，才能为广大司乘搭建西安绕
城平安顺畅路。”绕北管理所第三党支部书记马青说。

日前，她主动放弃休假，带领党员突击队坚守杏园收费站
疫情防控一线，积极配合交警、公安、防疫等部门，多位一体、
联防联控，对出入收费站车辆及车上人员进行行程查验、车辆
外廓消杀等相关工作。

面对新冠肺炎的再次侵袭，汉城管理所第二党支部党员
史笑军又一次主动请缨，申请加入抗疫队伍。寒冬凛冽，她始
终坚守一线，配合协助防疫站点工作人员疏导车辆，为司乘人
员讲解说明最新进入高速公路政策要求。12月19日至21日，
短短几天，她服务司乘 1200余人，劝返车辆 200余辆，检查核
酸报告 2000余次。冬至当天，她还为防疫工作人员送去了热
气腾腾的饺子。

经开收费站紧挨西安北客站，是抗疫工作的要塞之
处。绕北管理所职工马雯秀不仅坚持对车道回收的 CPC
卡进行二次消毒、对收费岗亭等重点区域定时消杀，还协助
班长对每位上岗同志测温登记、协助排查人员轨迹和核酸
信息等。

她说，自己是单位最年轻的党员，也没有家庭方面的顾
虑，更适合奋战在最前线。

疫情当前，责任在肩。陕西交控广大职工冲在一线，全力
奋战，亮出党员身份，树起党员形象，发挥党员作用，用行动书
写初心，把使命落实在岗，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国企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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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抗疫磅礴力量 让光明充满整座城市

国网陕西电力

“那么多人，为啥你去？你不是说肯
定能请到假吗？”

“哎呀！没法给你说了。都 11 点
了，12点要到位，我先吃个饭。”90后火
车司机刘跃春没敢看手机，慌乱挂断了
与妻子的视频电话。

近日，随着西安地区疫情加重，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段疫
情防控力度不断升级，各项措施不断加
强。12月 23日上午该段党委结合运输
生产实际需求，在襄渝、阳安、西康三个
运转车间紧急成立“党员应急预备队”，
24小时在段待命，随时出发支援防疫物
资运输列车值乘。

12月 23日 10时 30分，安康机务段
襄渝运用车间学习会后，刘跃春与同事
眉飞色舞地讨论着，他准备请假回河南
老家。然而，此时一通电话却让他眉头
紧锁，立刻起身去找车间人事管理员吴
宗虎。

“吴师，您找我？”
“对，疫情加重了，段上成立了‘党员

应急预备队’，你去吗？”吴宗虎问道。
“去几天？”刘跃春有点急切。
“刚刚接到紧急通知，具体情况我还

不太了解，不过 12点必须到段报到！”吴
宗虎说。

“那好！”刘跃春看了一眼胸前的党
徽，极快应允道，可出了门却犯了难，踌
躇着与妻子进行了视频连线。

原来他本打算学习会结束去请探亲
假，家里面已经说好，他爱吃的饺子正在包，卤肉已
下锅，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

“爸爸，我想你啦，你快回来。”两岁的女儿在
视频中喊道。

“爸爸要去打怪兽啦，你在家乖乖听妈妈的话，
爸爸打完怪兽就回来，好不好？”刘跃春向家人简单
告别后，迅速赶往单位。

“10点多发的通知，我们车间是6名乘务员，1名
指导司机，要求12点到段报到，时间特别紧，不过我
只打了1次电话，到点就全部到位了。”吴宗虎表示。

“女儿两岁了，几个月见她一次，每次听她‘爸
爸、爸爸’地叫，我心都快化了，恨不得飞回去。可
我是名党员，这时咱绝不能‘掉链子’，欠她们的我
以后慢慢补。”刘跃春红着眼睛对搭班伙计说。

□任钊 糜强

近日，中国水电十五局一公司积极响应社区支部疫情防控要求，号召广大党员
干部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严格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确定由13名党员干
部组成疫情防控小组，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黄翠 摄

12月25日，中建七局四公司建筑安装分公司为利君
花园、经发大厦广场等9个核酸检测点送去方便面、饮用
水、火腿肠等食品及口罩、棉服、一次性手套等物资，对
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图
为志愿者指导工人操作手机APP。 □晏巧琳 摄

12月21日至25日，在西安航天基地聚福苑核
酸检测点，中铁北京工程局一公司的志愿者们不
畏严寒、不惧雨雪，积极奋战在抗疫一线，一边劝
导群众保持“一米线”，一边协助录入检测信息，并
维持现场秩序。 □李杰 王晗旭 摄

统计居家隔离人
员数据、为居民提供
基础医疗救助、协助
核酸采样队为居民进
行核酸检测……西安
市一处封控小区内，
由通用环球西安西航
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
志愿者团队，成了小
区居民“最硬核的守
护者”。图为社区小
朋友为医护人员送上
自己的画表示感谢。

□徐瑾晖 摄

12月25日，陕建一建六公司向杜城街道办捐赠80件防寒
衣、100米电缆以及方便面、火腿肠、牛奶等日常生活物资，为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温暖。 □单伊

疫情袭来，为有序推进工作，确保职工生活，西
安陕柴重工核应急装备有限公司迅速成立志愿者
服务队，将办公电脑搬运至职工家中。同时，为职
工统一安排订餐及采买等事宜，把组织的温暖与关
怀送到职工心坎上。 □刘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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