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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秦洋空 灵 心 语

燕送春来 情 感 驿 站

暖气潜催次第春袁梅花已谢
杏花新遥院内的杏花绽放出了花
朵袁春姑娘来了遥

早晨的项目部院内静悄悄
的袁仿佛能听见院内植物迎接春
的讯息袁奋力生长的声音遥 新的
一天拉开了序幕袁门卫老许穿上
防护服背上消毒液袁对院内的公
共场所进行消毒袁在这熟悉的环
境里袁 老许掌握着每一处关键
点袁确保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安
全袁用老许的话说院这事大着呢袁
人命关天遥

消毒液味道散尽袁食堂的大
师傅们便按照分工袁在各自的岗
位上站立遥食堂少了往日的热闹
喧嚣袁却变的格外有秩序袁没有
了往日边吃边聊的场景袁多的却
是为彼此安全守护的责任心遥在
特殊的时期袁食堂的大师傅也是
卯足了劲袁潜心钻研着各种营养

食谱的搭配袁 确保职工吃的健
康袁吃的舒心袁吃出干劲遥

复工后的项目各项工作逐
渐走上正轨袁往日里各科室办公
时需要沟通直接堆在一起野叽叽
喳喳冶袁 可现在见面交谈都相互
提醒着要保持 1 米距离院为了我
的安全袁请勿近我身曰不是不想
你袁不是不喜欢你袁只是为了安
全袁距离还是保持着吧遥

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双线
进行袁各科室的工作量也在逐渐
的增大遥 综合办公室除了要确保
日常项目部各项事务的正常运
转之外袁还主动承担了野疫情防
控宣传员冶的角色袁设计打印疫
情防控宣传单袁到施工现场对工
人分发讲解防控的科学知识袁用
全方位的宣传教育袁加强全员重
视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袁夯实复
工复产基础遥 要说这施工现场谁

最野唠叨冶袁那便是这工地的安全
守护者要要要安全员袁 疫情期间袁
责任更加重大遥 每天一大早检查
各个防控检测点人员登记尧体温
测量尧消毒工作以及口罩佩戴等
情况袁叮嘱施工人员务必佩戴好
安全帽与口罩袁确保自身安全遥

在施工现场袁每个人都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院 土方开挖尧回
填尧调运的车辆来来往往曰技术
人员来回奔波在各个施工点袁忙
碌的指挥着现场的施工曰工人师
傅们正一个个有间距的蹲点忙
着手底下的活儿袁各个施工工序
同时进行袁如火如荼袁正如这春
天一样充满了蓬勃向上的力量袁
充满了生机袁好一幅繁忙的春日
施工图浴

傍晚时分是最美的时光袁卸
下一天的疲劳袁 让自己轻松起
来遥 不能相约而行袁但可独自前

行遥 项目的活动
室 规 定 人 员 数
量袁 每次需要提
前抽号预约遥 原
来的篮球场袁现
在被各种小型的单人或者双人
活动替代着遥 单人跳绳尧羽毛球
活动相继亮相袁你来我往的对打
中彰显着活力袁迸发着力量遥 同
时为了减少疫情期间职工外出袁
项目部特意采购了一批书籍袁扩
充了项目的图书室袁这个举措大
大的满足了项目职工读书的爱
好遥 这不袁下班后陆续有职工走
进图书室袁借阅图书袁查找资料袁
静悄悄的图书室里忙着 野充电冶
的人们袁正在静心前行遥

在国际野三八冶妇女节这个
特殊的日子袁项目部特地准备了
7 束美丽的鲜花袁 为 7 位女职工
送上温馨的祝福遥 有着 25 年工

龄的赵姐在朋友圈写到野满怀激
动收鲜花袁貌美如花过节日冶袁并
表示这是工作以来第一次在属
于自己的节日里收到鲜花袁感到
非常开心和温暖遥 平凡的小愉悦
构筑生活的大满足袁小惊喜创造
着好心情遥

微雨众卉新袁 一雷惊蛰始遥
微风轻抚过袁万物始萌发遥 新的
气象袁新的开始袁春意渐浓袁希望
渐酿遥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袁项目
上所有的人员都保持着积极向
上的姿态袁像新发的嫩芽袁像抽
条的柳枝袁 都在迸发着力量袁奋
力地成长着遥

作者单位院六分局

妈妈：
感谢这世界上的一切光

荣和骄傲，都来自你。
距离降落在卢萨卡机场

的那天，已经过去了 199 天，
而我与您也已经分离了 200
个日夜。这不是我第一次与
你分离，也不是第一次去到
另一个国家，长大后的自己
似乎对分离习以为常。

飞往赞比亚的那天，我
没有让您来送我，而是自己
拖着大大的行李箱，中转于
通往北京的高铁和首都机场
的大巴上。

我像是一个无知无畏的
孩子，对赞比亚未知的日子
满是好奇，却没有想到异国
他乡，孑然一身的我，会为了
非洲那块大地，洒下那么多
的泪水，收获那么多的成长。

与大家相比，其实我不
是自己一个人。爸爸，一个老
水电，已经在非洲赞比亚工
作了 9 年，我与他相距并不
远，但是却很少能见面，更多
的时候还是像以前一样，打
打电话，聊聊视频。

我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努力着，他那代人是先行者、
开拓者，而我们这一代，将接
力而上，不负重托。妈妈，您
则是我和爸爸身后的力量与
支柱，您放心，我和爸爸在非
洲一切都好。

卢萨卡到三门峡的距离
一万多公里，家乡从酷暑到
深秋，从隆冬到暖春，而我，

却不再能够感同身受。经常
在越深人静时，想起家乡、想
起伙伴、想起你做的红烧肉
……辗转难眠和欢笑泪水交
织的梦成了初到赞比亚我的
常态。

但是我未曾后悔来到这
里，也未曾在思念与泪水中
退缩。懵懂无畏的我撞上了
全新未知的非洲，承担起了
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工作，
遇到了一群可爱、努力的同
事和伙伴，遇到了给我帮助
与照顾的领导和同事，遇到
了为我分担生活中的小情绪
与不顺利的小伙伴，我真的
是一个幸运的姑娘呢。

妈妈，我下班后经常会
在营地里散步，这里有与家
乡不一样的风光，这里的晚
霞与月亮也一样的动人，我
好想让你看看。200 个日日夜
夜，您也一定为我担心了太
多，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像我
一样的辗转难眠。

现在的祖国还在疫情抗
击的艰难时刻，妈妈，我也很
担心你，我和爸爸都不在身
边，希望您可以照顾好自己。

一封家书，言浅情深。我
在赞比亚一切都好，女儿在
这里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东
西，正在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没有让您失望。祝您身体健
康，平安喜乐。

爱你的女儿

作者单位院非洲分局

走进春天里

一万公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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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公司对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工作再研究再部署

阴公司召开商贸服务单位
负责人座谈会袁对做好 2020年
生产经营及改革增效工作进行
研究部署

阴张玉峰到三门峡两项目
调研复工复产情况

阴公司召开 2020 年重点
工作任务分解及相关会议袁确保
按照时间节点和质量要求推动
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阴公司被评为股份公司
2019年度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水源 记者
王建贞 倪萌聪冤 3 月 30 日袁公司召
开海外业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工作会议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
在会上指出袁 一要充分认识到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所面临形势的严
峻性和外部条件的复杂性遥 二要做
好项目所在国疫情风险等级划分管
理袁切断一切风险源遥 三要确保海外
项目防疫物资供应充足袁 同时尽所
能为当地捐赠物资遥 四要做好生活
用品的储备遥 五要做好治安保卫工

作遥 六要做好海外员工的心理疏导
及后方家属的安抚袁 为海外员工安
排相关培训和学习遥 七要做好商务
合同的索赔工作遥 八要做好疫情期
间的生产经营和市场开发工作遥

公司总经理尧 党委副书记夏水
芳指出袁 要加强防疫用品的储备和
个人的防护袁 预防各种突发事件袁袁
和中国医疗队及地方医院保持密切
联系遥 后方要为海外做好疫情防控
和心理咨询的服务工作遥

公司副总经理刘本江对相关工
作提出要求遥

切实做好海外业务疫情防控和
疫情期间生产经营、市场开发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
贞 张超 娄曼曼 倪萌聪冤
3 月 31 日袁公司通过现场+
视频的形式召开 2020 年党
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袁 部署 2020 年党建和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
张玉峰在会上强调袁一要把
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作为终
身课题遥 二要充分发挥野三
百行动冶中的党员干部担当
作用遥三要全面提升基层党
建质量遥四要坚持全面从严
管党治党遥五要大力弘扬公
司援鄂医疗队精神袁全力以
赴战疫情抓生产遥要持续抓
好疫情防控袁全面加快复工
复产遥张玉峰指出袁下一步袁
国内业务要切实担负起公
司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目标尧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担袁重
点做好三项任务院一是填缺
口袁就是公司今年的规模缺
口遥 二是补短板袁就是效益
的短板遥 三是保增量袁就是
保市场的增量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总经
理夏水芳就抓好本次会议
的贯彻落实指出袁一要高度
重视袁 迅速抓好传达贯彻遥
二要立即行动袁高效推进重
点工作遥 三要突出特色袁深
度融合生产经营遥四要认领
责任袁齐抓共管担当作为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
书记李朝晖受公司党委委
托袁作题为叶切实强化监督
职责袁 持续深化标本兼治袁
为公司深化改革和健康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曳的工作报
告遥

公司召开 年党建
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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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上塔马克西水电站完成首次蓄水

月 日上午，尼泊尔装机最
大水电站，也是尼泊尔最大在建项目
的上塔马克西水电站顺利实现首次
蓄水，并达到最大设计高程。尼泊尔
能源部长巴萨满见证了蓄水过程。

上塔马克西水电站总装机 兆
瓦，最大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最
大蓄水高度 米，被誉为尼泊尔“国
家荣耀项目”。（盛东峰 文图）

本报讯 渊记者 倪萌聪 娄
曼曼 通讯员 张佳冤 4 月 1 日
至 3 日袁公司九届五次职代会在
野线上冶召开遥 会议指出要围绕公
司 2020 年工作思路与生产经营
总体目标袁众志成城尧共克时艰袁
凝心聚力尧稳中求进袁最大程度
化解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袁确保
生产经营加快推进袁为推动公司
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遥 此次会
议结合防疫期间特殊情况袁创新
会议形式袁让职工代表充分行使
民主权利袁 积极参与企业管理袁

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玉

峰在职工代表大会团长联席会
上指出袁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袁借助网上协同平台袁召开网
络职代会袁 做到会议内容不减
少尧主体程序不简化袁实现了疫
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同步推进的
目的遥

张玉峰结合此次职代会提
出三点要求院首先做好野一个强
化冶袁强化野贯彻落实冶才是硬道
理的理念冶遥 其次要做好野三个转

变冶袁 将忧患意识转变为必胜信
念袁 将发展压力转变为前进动
力袁 将企业愿景转变为扎实行
动遥 最后要做好野四个抓实冶袁抓
实基层党组织建设袁抓实党风廉
政建设袁 抓实职工队伍建设袁抓
实干部作风建设遥 张玉峰希望各
二级单位在召开本单位职代会
的时候袁秉承一个野实冶字袁抓住
本单位的重点工作袁明确应该做
什么袁应该怎么做遥 切实解决在
提质增效尧管理精细化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袁做到确保安全尧保证

质量尧降低成本遥
公司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夏

水芳在协同平台以书面形式作
工作报告袁强调做好八方面重点
工作遥 一要聚焦市场营销袁突出
野布局+规模冶遥 二要聚焦履约管
理袁突出野品质+效益冶遥三要聚焦
深化改革袁突出野创新+活力冶遥四
要聚焦经营管理袁突出野做实+做
优冶遥 五要聚焦人才发展袁 突出
野业绩+激励冶遥 六要聚焦安全环
保袁突出野预防+整治冶遥七要聚焦
党的建设袁突出野融合+引领冶遥八

要聚焦和谐发展袁突出野民主+关
怀冶遥

围绕职代会讨论议题袁各代
表团在工作群里进行了热烈讨
论遥 会议期间袁各代表团通过手
机和电脑在野线上冶学习尧审议公
司总经理工作报告遥

据悉袁本次职代会参与职工
代表达到 422 人袁各类工作报告
的阅读量达到 2768 次袁 民主测
评参与率达到 90%以上袁为近年
来职工代表参与率最高的一次遥

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凝心聚力 稳中求进

公司九届五次职代会“线上”召开

本报讯 渊记者 龚
家卉冤 4 月 2 日袁 公司
黄河三门峡医院援鄂医
疗队队员结束 14 天的
隔离休整袁动身回家遥

上午 9 时袁23 名医
疗队队员乘坐专车从隔
离点出发遥 一路上袁由公
司黄河三门峡医院尧九
分局尧千禧商贸公司尧三
隆公司等单位和三门峡
市民共同组成的欢迎队
伍在道路两旁拉起横

幅袁挥舞国旗袁欢迎援鄂
英雄回家遥

当怀抱鲜花的队员
们陆续下车袁 一些队员
的家属迫不及待地跑上
前去袁与他们深情拥抱遥

上午 10 时袁黄河三
门峡医院举行了热烈的
欢迎仪式遥 解除隔离回
家后袁 队员们将休息 10
天袁 在放松身心的同时
进行自我观察遥 之后袁他
们将重返工作岗位遥

解除隔离！

公司 23名援鄂医疗队队员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