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姓名刘
磊 袁 身份证号

42243219噎噎冶野姓
名张超袁 身份证号 42243219噎噎冶1月 29
日袁不到两个小时袁湖北京山市供电公司
检修渊建设冤工区副主任刘磊和带电作业
班班员张超就接受了 5 次疫情防御工作
人员的盘点遥

1月 29日 10时 17分袁正在值班的湖
北京山市供电公司检修渊建设冤工区刘磊
接到永隆供电所所长程波的求援电话院
野10 千伏互助线张家岭村台区 C 相熔断
器引下线断线袁为降低停电范围袁请求带
电抢修遥 冶

永隆镇东屏屈家岭袁 南依天门市袁西
傍钟祥尧沙洋袁是四县一区交界的口子镇袁
距京山城区 60千米左右遥 随着疫情的不
断扩散袁高速尧各乡镇公路均已实行交通
管制袁出行成了一大难题遥

野如果停电检修袁1800多户用户尧3个
卫生厅都会涉及停电袁而带电作业只用停
掉张家岭村台区的 80余户遥 冶程波继续补
充着遥

野能带电袁绝不停电遥冶经过商量袁刘磊
最终决定带电处理袁便赶紧联系带电作业
班成员遥 一接到电话的贺勇尧刘云和张超
都争先恐后袁抢着接农历新年以来的第一
单遥 考虑贺勇就困在永隆镇尧张超住得比

较近袁 就让最小的党员刘云留下来值守遥
戴好口罩袁 刘磊一行便驱车赶往永隆镇遥
平时只要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车程袁由于
过了五次关尧登了五次记尧测了五次温袁硬
生生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到遥

13时 30分袁 带电作业车抵达现场遥
早已步行到现场等候的贺勇赶紧上前袁从
车上拿出标示牌等物件袁 做好安全措施
后袁两人熟练地进行绝缘遮蔽尧断路器等
步骤遥

15时整袁 随着最后一块绝缘遮蔽被
拆除袁张家岭台区恢复供电遥

野这电可送得不简单袁辛苦你们了遥 冶
得知情况的村民张明学称赞着遥

能带电绝不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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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6日袁 记者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后袁 中国节能在第一时间成立了
由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宋鑫同志任组长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袁迅速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袁要求集团
上下立即行动袁 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袁 把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当前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来
抓遥该
公司及
所属相关
子公司积极
响应袁 全力投
入到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遥 目前袁
医废危废处理尧垃圾
处理尧污水处理尧健康
产业等相关子公司正在
紧张有力有序地参与到疫

情防控之中遥
中国节能下属风电公司湖北宜昌五峰

风电场地处湖北省重点疫区遥 面对肺炎疫
情袁 五峰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国资委工作要求袁 按照集团党委和地
方党委政府部署安排袁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袁确保安全生产和电力供应袁为疫情防
控作出应有贡献遥 春节期间正值湖北疫情
最为严峻的时刻袁五峰公司值班人员 24小
时坚守岗位袁加强站内设备管理和巡视袁做

好物资保障袁夯实各项应急准备遥 当前袁五
峰公司值班人员已在海拔 2000多米的高
山风场坚守了 15个日夜袁按照现阶段疫情
防控形势和相关安排袁还将继续坚守遥 尽
管风场气候寒冷尧条件艰苦袁但全体值班人
员表示袁在这举国野战疫冶的时刻袁能为奋战
在一线的组织机构做好电力保障是一项光
荣任务袁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袁细化各项措施袁加强隐患排查袁
认真做好疫情防控袁严格做到安全生产袁确
保员工身体健康和风电机组的正常运行遥
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是中国节能

下属专业从事原水供应尧自来水供应尧生活
污水处理尧工业废水处理等业务的二级公
司遥 针对水厂防控特点袁中环水务要求各
基层生产企业对各关键风险点严控把关院
污水企业紧盯关键风险点袁每日在进水格
栅尧污泥脱水车间尧办公楼尧生产车辆等区
域喷洒消毒水并做好记录袁专人对消毒情
况进行检查曰供水企业对营业大厅定时消
毒尧保持通风袁同时迅速开通网上及电话客
服袁并积极受理各地野市长热线冶交办事项袁
在尽力减少与客户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袁全
力保障属地用水遥 据统计袁每家企业日均
接听客服电话或网络答疑 150件以上遥

中节能建筑节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为保障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新建病房的
准时供暖袁 于 2月 1日上午与院方迅速对
接袁与各工种相互协调袁确定供暖管线地埋
位置尧接驳点及处置方案袁生产部党员同志
带领职工身先士卒袁深夜仍坚守在工作岗
位袁调度员加强对换热站的视频监控袁发现
问题及时处置曰运维人员配合医院施工方
现场处理管道接驳及阀门开停噎噎最终袁
于当日深夜 23 时 45 分顺利完成管道对
接尧放水调试袁实现供热机组正常运行袁为
医院开门接诊及时做好供暖准备遥

此外袁中国节能下属 11家涉医企业紧
急启动应急预案袁确保垃圾处理和医废处
置科学合理尧规范安全遥 针对武汉及周边
重点地区应急储备物资缺口袁孝感尧荆州尧

嘉鱼尧 信阳等企业已紧急向其他地区子公
司进行物资协调遥目前 11家企业均采取最
高处置标准对入厂医疗废弃物进行处置袁
确保不发生二次污染遥 截至 2 月 4日 20
时袁累计值班 4864人次袁累计出动 780车
次袁累计医疗废物处理量 2776.43吨遥
据悉袁早在 1月 30日袁该公司党委常

委会尧总经理办公会和临时董事会袁决定
会同中节能生态尧 中国环保等下属企业
共同向湖北武汉尧 咸宁等疫情重灾区捐
款 3000 万元袁 其中向武汉捐赠 2400 万
元袁 向咸宁及其他相关地市捐赠 600 万
元袁 助力湖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遥 同时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还向武汉市尧 咸宁市等地市捐赠了多批
防护服尧口罩等防疫物资遥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袁云南
省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高度
重 视 袁
迅速
行

动袁

坚 定
不 移把
党中央和
中共云南省
委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袁 把疫情
防控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和当前
最重要的工作抓紧抓

实袁以最坚决的态度尧最严格的举措尧最果
断的行动袁确保疫情防控各项工作高效落
实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实袁云南能

源投资集团迅速制定下发集团疫情防控
工作紧急通知及
防控措施 袁在
集团上下全
面动员部
署袁强化
各 所
属企
业

积

极 防
控和个
人自主防
控遥 确保摸
底排查全覆盖
至各所属公司袁
建立信息报告制

度袁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袁每日及时排查
员工身体状况尧往返疫区和接触疫区人员
等情况袁重点加强对探亲返昆人员和集团
后勤保障服务人员的排查管理袁科学有序

做好疫情监测尧排查尧预警工作遥 认真开展
办公大楼等公共场所大消毒和室内二次
消毒消杀工作袁不留死角袁加强人员尧车辆
出入管理袁重点防护尧力除隐患袁全面筑牢
防控屏障遥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和舆情监
测袁充分利用集团网站尧数字能投尧微信公
众号以及楼道多媒体等载体广泛深入开
展宣传和舆论引导遥

疫情期间袁云南能源投资集团上下牢
固树立野大格局冶和野一盘棋冶意识遥 化工公
司全力开展消杀产品要要要次氯酸钠生产袁
仅 1月 26日至 30日袁就累计生产次氯酸
钠 85吨袁为防疫消毒提供了有效保障遥 保
山苏帕河公司以及大姚尧马龙尧会泽尧泸西
风电场等各发电企业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合理安排生产袁全力保障电力生产
供应遥 威信能源公司一线员工春节假期坚
守岗位袁做好巡查检修尧辅机试运等工作袁
为节后作为保障供电机组开机做好准备遥
省盐业公司春节期间生产装置运行正常袁
昆明盐矿日均产量 4800 吨袁全省野白象冶
牌系列食盐库存 3.29万吨袁 各公司及时
加强食盐价格监控尧强化配送袁市场供应
稳定有序袁 可满足全省居民两个多月的
食盐需求遥 省天然气公司所属昭通公司
及时制定保供措施袁 在疫情防控期间派
出危货运输车辆袁 每天运输天然气 6万
立方米袁 有力保障昭阳区 10多万人的生
活用气及工业尧商业尧交通等用气需求遥
智慧能源公司对云能行约车尧 出租车及
充电场站和设备每日进行严格消毒袁为
司机准备好防护用具尧加强教育培训袁确
保司乘人员生命健康安全遥 怒江大酒店
作为怒江州滞留游客定点接待酒店袁严
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消毒消杀尧体
温监测尧问询登记等工作袁有力服务怒江
州疫情防控工作大局遥

集团充分发挥在海外布局驻外商务
代表处的渠道优势袁 及时组织新加坡尧越
南尧缅甸尧印尼尧东帝汶尧泰国尧尼泊尔尧不
丹尧孟加拉尧澳门尧美国尧法国等 10个驻外
商务代表处采购和进口云南省紧缺的医
用物品和医疗物资袁截至 1月 31日袁已完
成采购 26.51万只医用口罩尧48.1 万双医
用手套尧5000千克消毒液尧611台体温计尧
2360副护目镜并陆续运抵昆明袁第一时间
统一分发投入到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中遥 云
南能源投资集团通过各种渠道计划在国
内采购 50万只医用口罩袁 也正在紧锣密
鼓推进之中遥

渊来源院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冤

野2020 年 2 月 2 日 0 时~24 时袁汉川
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病例 28 例袁
累计确诊 222例噎噎冶看着推送的最新疫
情消息袁湖北孝感汉川市供电公司运检部
主任戴黎的眉头又皱了起来遥

汉川是离武汉最近的县级市袁随着武
汉新冠病毒肺炎的爆发袁这座小城一下子
变成了湖北省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最多的
县级市遥

野任何形势下电力供应都不会出问
题浴 冶戴黎在公司抗击新冠病毒会议上立
下了这样的保证遥

口号喊出来了袁怎么做钥 由于疫情防
控的需要袁汉川市施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
和居家隔离制度袁部分员工无法返回工作
岗位遥 没人尧没交通工具怎么办钥 野共产党
员连轴上浴 冶作为运检支部书记的戴黎在
随后召开的支部会议上发出了号召袁所有
在岗的 10名共产党员组成突击队袁 抢修
车无法通行就靠腿走袁分两班采取日巡的
方式对汉川城区的 5个医院 6 条线路进
行特殊巡视遥

野汉川市政府拟建设临时传染病医
院袁请检修建设工区立即做好基建电源投
运准备浴 冶刚做完医院保电特巡的安排袁新
的任务又摆在了戴黎面前遥戴黎在单位工
作微信群发起号召袁野党员不休息尧 连轴
加班干冶袁得到了工区所有党员的响应遥
野党员就是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浴 冶
野我是党员浴 我能行浴 冶一石激起千
层浪袁职工纷纷请战袁部分远在乡
镇的职工由于封路甚至步行十
几千米返回岗位遥

等到戴黎忙完协调工
作已经是深夜了袁但他没
有下班袁夜幕下他又赶
往汉川老人民医院巡
查点袁加入到巡查队伍中
来袁此时袁戴黎已经连续工
作 32小时了遥

我是党员浴
我能行浴

大事难事见担当袁 危难时刻显本色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袁在上海久隆电力集团有这样几组
家庭袁关键时刻袁身为医护人员的爱人挺
身而出袁冲锋在前曰作为电力职工的家属
默默支持自己的家人奋战在抗击疫情的
第一线袁 共同谱写出充满果敢和温情的
野医电冶家庭协奏曲遥

甘当野首席冶护花使者
上海久隆电力集团设计分公司设计

师翟时雨的妻子王飞是华东医院放射科
的一名医生遥 大年初五开始轮到她值班遥

野听说我们医院有一例病人确诊了遥 冶
临上班前袁王飞心事重重院现在医院一线
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都紧缺袁目前只能做
到二级防护袁如果遇到疑似病人万一被感
染了怎么办钥 要是真的被隔离十四天袁女
儿怎么办钥

读懂妻子的担忧袁翟时雨拍拍妻子的
肩膀院野我俩都是共产党员袁 你是医生袁这
个时候你不冲最前面袁谁冲在前面钥 发热
门诊是危险袁但你经历过非典袁有经验袁你
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遥 家里有我在你放
心袁你安心工作袁女儿我来照顾遥 冶

野我是怕你不理解我遥 冶王飞紧皱的眉
头瞬间绽开遥 其实袁作为公司首席设计师袁
翟时雨手头也有一批设计项目年后就要
出图遥 但为了支持爱人工作袁翟时雨心甘
情愿地当起驾驶员袁每天清晨袁翟时雨准
时发动好车子袁 将妻子安全送达工作单
位遥 无论妻子工作多晚袁他都会准时等在
医院门口袁接送王飞平安回家遥

并肩作战的医电伉俪

上海久隆电力集团综合服务分公司宝
山基地负责人周勇的爱人宗文芳是宝山区
卫生事务管理中心防保科长遥 2003年抗击

非典时袁 她任宝山顾村地段医院防保科科
长袁在上门为病人家里消毒后被隔离观察遥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后袁 宗文芳被调入宝山区疫情防控办公
室袁又一次冲在第一线遥 野只要区里需要袁我
随时服从安排遥 冶谈到这次抗疫工作袁宗文
芳毫不犹豫遥 在疫情防控办公室袁她主要负
责对疫区来沪人员的
排摸情况数据核实
协调汇总袁确定无
误后汇报区委
书记遥 她每天
清早出门袁
深 夜 才
归遥 到
家 后
还电话
不断袁继续
协调核实遥
而周勇本人
呢钥 从大年初三
公司发布公共卫生
一级响应后袁他便坚
守岗位袁按照分公司抗
疫应急预案安排宝山基地食堂尧车队尧物业
进行通风消毒袁 排摸人员健康状况等 野抗
疫冶工作遥

为了正常复工有保障袁周勇安排宝山
基地员工年初六开始全部上岗袁 对营业
厅尧食堂尧车辆尧电梯尧澡堂等场所全部通
风消毒袁 安排门卫对进入人员测温登记袁
一切只为所服务的主业单位安全复工遥

野职责所在袁使命使然袁我们一起加
油遥 冶这是周勇给宗文芳的微信留言遥 野是
的袁 虽然我们在不同单位袁但
同处防疫第一线袁 我们并肩
作战袁 相信一定能取得胜
利遥 冶周勇动情地说遥

医电之家的果敢与温情
———上海久隆电力“医电之家”的“抗疫”故事

陆项羽

“能奋战在一线很光荣”
本报记者 于琳娜

树立“大格局”
“一盘棋”意识

余梦诗

蔡辰阳 伍天竞 余健兵

编者按 疫情来
临袁他们迅速响应浴 面
对当前的严峻形势袁全
国各地的能源人立即
行动袁他们把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袁把疫
情防控工作当作当前
最重要的任务来抓遥他
们的身影袁出现在各处
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袁
展现了果敢与温情遥

中国节能

云南能投

银云南能
源投资集团下
属智慧能源公
司对充电设备
进行消毒遥

银中化石
油驰援火神山
医院建设遥

中化
石油侯旨亭加
油站员工选择
坚守岗位遥

中化蓝天
下属浙江省化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收集
到的防疫物资遥

中化石
油公司国际贸
易员工紧盯交
易动态遥

中国节能孝感公
司全力保障医疗废物收
运工作遥

野抗疫冶故事

渊以上图片来源院中化集团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