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司疫情防控尧 复工复产暨
2020年工作渊视频冤会议上袁公司党委
书记尧董事长张玉峰对高质量发展提出
要求袁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袁本期三版
特刊登部分单位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
思考与体会袁敬请关注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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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西亚公路项目完成
首座跨河桥工字梁施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
少炜冤 2 月 28 日袁随着玻
利 维 亚 艾 尔 西 亚 项 目
Chuamayu 跨河桥最后一
榀 30.6 米工字梁精准的安
装在盖梁垫石上袁 该项目
首座跨河桥桥梁架设任务

圆满完成遥
Chuamayu 跨河桥全

长 153.29 米袁桥面宽 24.63
米袁为 5 跨简支梁桥袁单跨
跨距约为 30.7 米袁共有 40
榀 30.6 米的工字梁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
少炜 冤 继 中 标 波 哥 大
TIBITOC 水厂项目之后袁
公司在哥伦比亚国别市场
营销再报喜讯袁 公司成功
中标波哥大 USEM 医院
项目袁并于 2 月 25 日签署
项目合同遥

哥伦比亚共和国位于
南美洲西北部袁 东邻委内

瑞拉尧 巴西袁 南接厄瓜多
尔尧秘鲁袁西北与巴拿马相
连遥 USEM 医院项目位于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区
南部袁 合同主要内容是按
当地标准建设 32252 平方
米的医院袁 包括设计尧施
工尧 设备采购配置和试运
行等遥 该项目工期为 36 个
月遥

公司中标哥伦比亚波哥大 医院项目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 娄
曼曼 张超冤 3 月 17 日上午袁公
司召开 2019 年度经营活动分析
会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玉
峰在会上强调袁管理是企业永恒
的主题袁 要认真抓好项目管理袁
把野两金冶野两亏冶降下来袁不断提
升公司发展质量遥 公司总经理尧
党委副书记夏水芳在会上讲话遥
公司领导张东生尧杨和明尧宋维
侠尧魏巍尧张涛尧李克涛出席会
议遥

张玉峰指出袁管理是企业永
恒的话题袁 也是永恒的主题袁同
时也是一个永远的问题袁能否解
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就看
我们的决心尧我们的能力遥 一定
要提升我们的发展质量袁把该做
优的要做得更优袁把风险性的东
西控制得更紧袁把野两金冶渊应收
账款和未完施工冤尧野两亏冶渊亏损
面和亏损额冤降下来袁这是我们
今年管理工作的着力点遥 当前袁
管理粗放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袁表现在我
们一些分局尧项目对管理工作不
重视袁 对减亏扭亏下功夫不够袁
对亏损项目很无奈袁对单位面临
的困难缺乏措施和对策遥 管理没
有什么特别深的奥秘袁就是认真
二字遥 真抓了袁问题就能够解决遥
当前海外疫情防控的形势肯定
会对我们的国际业务产生重大
影响袁所以说今年我们的国内业
务要更多地担负起公司发展的
重任袁 既要把营业收入做上去袁

更要把经营效益提上去袁这是我
们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对于下一步的经营管理工
作袁张玉峰强调袁一要继续开好
三级经营活动分析会袁尤其要抓
好项目的经营活动分析遥 二要把
减亏扭亏尧应收账款清理尧间接
费控制等继续作为公司提质增
效的着力点袁抓细抓实袁常抓不
懈遥 三要重点加强对重大亏损项
目的帮扶遥 四要充分用好绩效考
核这个管理办法袁把绩效考核进

一步优化袁体现针对性尧约束性尧
激励性遥 五要规范工资的发放遥

夏水芳指出袁对于国内项目
亏损的实际情况袁 要加强研究袁
创新项目管理模式袁并坚持推行
下去袁 从而增加我们的收入袁提
高赢利水平遥 要加强检查督导袁
切实帮助施工一线解决实际问
题遥 当前海外疫情防控非常让人
担心袁 我们要做好应对预案袁认
真研究国际业务下一步的发展
问题遥

公司 年度经营活动分析会指出

项目管理要抓实抓细常抓不懈

医疗队到达三门峡

医疗队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当初，临危受命，他们带着使命出征武汉。
今天，春暖花开，他们带着荣耀凯旋归来。

英雄回家，公司 23 名白衣战士平安归来！
本报讯 渊记者 倪萌聪 张超

张涛 龚家卉冤 3 月 19 日袁作为河
南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成员袁公司
黄河三门峡医院 23 名医务工作者
完成武汉抗疫使命袁平安归来遥 三
门峡市领导刘南昌尧安伟尧王载文尧
牛兰英尧郭鸿勋尧李杰尧庆志英袁公
司领导张玉峰尧李朝晖尧李克涛分
别在三门峡尧郑州迎接英雄回家遥

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代表
三门峡市委尧市政府以及全市人民
热烈欢迎医疗队队员们平安凯旋袁

指出他们为三门峡争了光袁为党旗
添了色袁为全市人民树立了榜样遥

三门峡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安伟
讲话遥

中国电建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晏志勇袁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孙
洪水始终牵挂着疫情防控一线的
医务人员袁 在医疗队归来之际袁专
门委托我公司党委代表他们亲切
问候全体队员袁感谢队员们的拼搏
奉献袁接英雄平安回家遥

中国电建集团党委对此次医

疗队援鄂抗疫工作一直高度重视遥
近期袁 专门划拨 10 万元专项党费
到我公司袁同时袁集团工会也专门
下拨 10 万元野送温暖尧战疫情冶专
项慰问资金遥

3 月 19 日下午 4 时袁 医疗队
抵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袁受公司党
委书记尧董事长张玉峰袁总经理尧党
委副书记夏水芳委托袁 党委副书
记尧纪委书记李朝晖在机场欢迎白
衣勇士们回家遥

三门峡市和公司领导在三门峡迎接英雄们凯旋

公司和三门峡卫健委领导在新郑机场欢迎白衣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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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少彬/文

初到武汉袁 各种事情千
头万绪袁 一向积极热心的赵
萍就带着几个女生跑到超
市袁 把大家生活中要用到的
大大小小物品采购了 31 份袁
并送到每一个医疗队员手
中遥 此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袁
赵萍主动承担起了医疗队员
所有生活上的琐碎事情遥 她
还不时关心大家有什么不舒
服的地方袁因为出发太匆忙袁
药品也邮寄不过来袁 就把自
己为数不多的药物给了其他
队友袁 让他们先解决眼前的
问题遥 有人问她那你不舒服
了怎么办袁她乐呵呵一笑说院
野先解决眼前的吧袁 我还好袁
不舒服了再说吧遥 冶

赵萍是在湖北襄樊读的
大学袁 这次又来到了阔别十

多年的武汉袁刚好大学同学李
庆也在武汉遥医疗队去武汉的
时候不能带酒精袁来到之后又
很紧缺袁赵萍就找到李庆看他
能不能帮忙遥当时酒精早已售
罄袁李庆的领导知道后很是支
持袁说院野你们是同学袁他们又
是来帮助我们的袁这个忙一定
得帮浴冶于是袁让李庆给医疗队
送来了 50 瓶 500 毫升的医用
酒精袁还有棉签尧纱布袁让大家
特别感动遥

慢慢的赵萍父母知道了
黄河医院支援武汉的消息袁就
打来电话与她核实袁但是赵萍
的母亲身体不好袁怕他们过于
担心袁 就没有告诉他们实情遥
有一次父亲背着母亲袁打电话
跟她说院野你妈不在身边袁你告
诉我袁你到底去哪儿了钥 如果

真去武汉了袁我支持你袁你是
党员袁这个时候你理应前去遥
照顾好自己袁我们等你回来遥
我担心的就是你身上和手上
的烧伤袁 会影响到你工作
吗钥冶听到赵萍答复说完全不
会影响时袁 又叮嘱她一句院
野照顾好自己袁这事我不会给
你妈说的袁放心吧浴 冶

赵萍的母亲需要到她工
作的医院复查袁 赵萍走之前
跟科室主任说如果母亲来了
就请帮忙照看一下袁 如果问
起她去哪儿了就说下乡去卢
氏县了遥 很快母亲到医院复
查的日子到了袁 由于科室主
任提前打好了招呼袁 大家都
对赵萍去武汉的事情只字不
提袁 只说她去卢氏接一个心
梗的重病人袁不能分心遥

健康所系袁 性命相托袁这
是赵萍对自己工作的评价袁为
此每一次她都竭尽全力袁她就
像一朵战地玫瑰在这个特殊
的战场上肆意绽放着遥

武大的樱花尧 黄鹤楼的
诗袁长江大桥的沧桑尧江汉路
的古朴袁东湖的秀美尧户部巷
的小吃袁印象中的武汉是镶嵌
在万里长江上一颗璀璨的明
珠袁令人心驰神往遥

武汉袁 一座英雄的城市袁
从来就不缺爱和温暖袁在这里
工作的每一天袁我们都被爱和
温暖包围着尧感动着遥

渊一冤
在风雪交加的夜里袁我们

入驻武汉城市快捷酒店体育
场店遥 翌日袁野豫鄂同心尧众志
成城尧共克时艰袁武汉必胜曰城
市快捷酒店向河南第八批援
鄂医疗队致敬浴 冶两条长长的
横幅从酒店高高的楼顶垂下遥

连日来袁酒店除了为我们
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尧御
寒的被褥袁还为我们安排了荤
素搭配尧营养丰富的膳食以及
各种水果尧饮料尧牛奶遥在酒店
的细心安排下袁我们吃到了当
地的风味小吃尧也吃到了家乡
的面食噎噎

驻地对面小区的大姐看
到条幅袁为我们送来了一箱士
力架遥 在武汉工作的卢氏老
乡袁给我们炸好了油条专程送
到楼下遥

野绝不能让援助医疗队出
现一例感染浴 冶到达武汉的第
一天袁协和医院的老师亲自为
我们进行防护知识培训袁一个
步骤尧一个环节袁一遍一遍的
讲尧一遍一遍的演示遥 还专程
邀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吴安

华教授为大家进行强化培训遥
在协和医院检验科工作

后的一天下班途中袁一位阿姨
看见我背后野河南急救冶的字
样袁说院野孩子袁谢谢您们袁阿姨
明天给你送吃的遥冶野不用了阿
姨冶遥 第二天一大早协和医院
的同事袁提了两大袋吃的进来
说院野刚刚有位阿姨让我把吃
的转交给河南医疗队的人遥 冶
等我们追出去的时候袁阿姨已
经走了遥

渊二冤
江汉方舱医院袁尽管病人

很多袁但是秩序井然遥
野小妹妹袁 你是河南的

吧钥 冶
野对啊遥 冶
野今晚我值班袁你安心工

作袁我在旁边保护你们袁武汉
人语速比较快袁听不懂我帮你
翻译袁冶警察大哥说遥

野医生袁离我远一点袁别感
染了你遥 冶病人每次与我们对
话都主动拉开一米以上的距
离遥

昨天下班正准备出舱袁被
一个阿姨拦住袁野我老家是漯
河的袁 见到你们特别亲切袁你
们是哪的钥 冶野我是三门峡的袁
今天下午接班的有漯河的同
事袁他们就在那里遥冶我给她指
了方向之后袁老人家顿时眼泪
纵横袁连声谢谢遥

也有一个阿姨病情转重袁
需要转到定点医院继续救治袁
我们搀扶着她送上救护车的
时候袁老人紧紧地拉着我们的

手说院野阿姨不怕袁 等我康复
了袁给您们做好吃的浴 冶那一
刻袁禁不住潸然泪下遥

渊三冤
连续几天袁 湖北工程公

司尧海岛药业尧阿里巴巴公司
为我们送来了一批又一批的
慰问品袁水果尧营养品尧茶叶尧
咖啡尧女士安心裤尧理发器尧指
甲刀尧针线包噎噎

在家乡三门峡袁我们也在
收获着浓浓的亲情和关爱遥

2 月 24 日袁 三门峡市委
市政府专程为全体队员发来
慰问信袁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我
们的殷切期盼和深切关怀遥

在出发的第二天袁公司党
委书记尧董事长张玉峰专门查
看医疗队队员简历袁要求关心
关注队员的家庭困难袁特别批
准队员尧合同护士王迁火线转
为医院正式职工曰指示公司工
会尧医院慰问队员家属曰亲自

创意尧策划公益歌曲袁指示公
司融媒体中心紧急制作公益
MV叶愿为赤心人曳袁为队员加
油鼓劲噎噎

爱心人士曹冰清袁从新闻
报道中知道我们奔赴武汉后袁
始终关心关注着我们袁联合三
门峡市长洲矿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金亮先生从陕西采购
100 箱乌鸡汤袁在物流不便的
情况下袁辗转西安尧上海尧佛山
运往武汉遥

噎噎
凝聚每份爱袁 点燃颗颗

心袁让生命挽起生命袁让天长
地久袁心心相印袁一起朝前走浴

武汉袁待阴霾散去袁春回
大地袁我请你院

请你看黄河的雄浑袁天鹅
的风情袁地坑院的灯浴 请你吃
河南烩面袁灵宝肉夹馍浴

也请你请我袁一起在大排
档里扯着嗓子喊尧一起抢那碗
总也抢不到的热干面浴

王阁的一封家书

家乡的亲人们：
见字如面，我是你们的王阁！
今天是我们到武汉的第 12 天，已

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和生活，也能很
好地胜任这里的工作。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想起你们。
亲爱的何主任，我走的时候，你在

手术台上做着手术，我们没有见面，也
没有一个深深的拥抱。在赶往郑州的
车上，看到微信群里你说你没能给我
送行，下了手术一个人坐在更衣室的
凳子上默默流泪，那一刻我也没能抑
制自己的眼泪。我想说放心吧主任，虽
然前路未知，我会勇往直前！

亲爱的老公，我现在很好，所有的
防护都是按照标准和规范做的，你不
用担心。很抱歉在你 30 岁生日的时
候，我把一份按着红手印的“请战书”
当成了生日礼物送给了你。认识你这
么多年，你总说你堂堂七尺男儿从来
不会流泪，但当我出发的时候，你还是
红了双眼，这回终于戳到你的软肋了。
还有，在家要照顾好儿子、女儿，要不
咱到家再算账。

亲爱的儿子，妈妈想你了，平日里
你调皮捣蛋的一幕一幕妈妈现在回忆
起来都是那么甜蜜。在家一定要乖乖
听爷爷奶奶的话，等妈妈打完怪兽，超
级飞侠乐迪就会带着妈妈回到你的身
边，记得保护好妹妹，等着妈妈。

亲爱的爸爸妈妈，对不起，在出征
的那一刻也没勇气告诉你们我去抗疫
一线，因为我不想让 15 年前的那一幕
重演。爸爸，还记得 15 年前的一天，哥
哥突然来电话说第二天就要随部队去
非洲执行维和任务，当天凌晨接到电
话你就带着我风尘仆仆地赶往哥哥部
队的驻地，按现在也就 3 个小时的车
程，可是那天我们走了整整一夜，一路
上您很平静，当见到哥哥的那一刻您
再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今天，我也是以一名战士的身份
冲上我的战场，战斗还在继续，女儿一
定会担起我的使命，打赢战斗，平安归
来。爸爸妈妈，15 年前哥哥是你们的
骄傲，今天我和哥哥一样，也是你们的
自豪！

听说家乡的疫情控制得很好，已
经清零了，现在处于复工复产的关键
阶段，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不能掉以
轻心，等我归来！

顺祝健康、平安！

你们的王阁
2 月 27 日深夜

方舱
故事

情牵一线，爱满两城

“战地”玫瑰，格外芬芳
赵萍 娄曼曼/文

赵萍（左）与同学李庆

工作中的王阁

医疗队队员在方舱医院

爱在春天里 相约赏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