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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项目部精心组
织和周密安排下，设计范围
内所有站点的传输、
GPON、网管及配套设备安
装加电完成，单机系统运行
01

施
工
管
理

盛于合 泽于众

http://www.sxsztx.cn

迁改既有线光电缆 为西安站改“让道”
在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电务车间、通信车间、供电车间
与工务车间的全程监督配合下，公司通信事业部圆满完成陇
海线西安东至灞桥区段既有通信光电缆迁改施工，至此，该

引汉济渭海底光缆敷设工程
——试验段施工顺利完成

近日，公司实施的引汉济渭海底光缆敷设工程试验段
施工顺利完成，建设、监理及设计单位共同见证了此次试
验段施工全过程。

项目在西安局集团公司各个站段迁改方案审批层层卡控、迁
改施工难度大及申报施工计划流程繁琐的不利条件下，
攻坚
克难通过往返协调、紧抓机遇、蹲点驻守等方式，确保方案
审批通过、施工力量筹划到位、计划申请按期完成，在历经
30 天的临近既有线施工，上下行共计 24 条通信光电缆敷设
施工均已完成，标志着该项目重点控制性迁改工程取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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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胜利，受到业主及总包单位的称赞与表扬。

通信事业部全体成员必将继续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光电
缆割接施工任务，保质保量的完成每条光电缆业务割接，不
负公司领导的重托，继续担当公司的排头兵，为企业再立新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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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汉济渭海缆敷设工程穿越 98 公里的秦岭输水隧洞，
是目前国内陆地上最长的通信海缆，计划长度约 325 公里，
采用全进全出方式将两根 96 芯海底光缆敷设于洞壁两侧，
主要用于提高运行管理期水源和配水系统通信的可靠性。
本次试验段选取在越岭段 0-1 号支洞与主洞连接处分别向
主洞、支洞方向延伸敷设。面对隧洞内积水、坡度、作业
面窄、洞壁崎岖等重重困难，作业人员身穿防水服，登高
作业，仔细定位，准确部署机械设备及钻孔位置，各施工
环节衔接有序，顺利完成了此次敷设任务。通过现场检测，
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达到了试验段的预期目
标。
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为整个秦岭隧洞大范围海缆敷
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标志着引汉济渭工程管理调度
自动化系统项目进入了全面建设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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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北站 UPS 换装倒接顺利完成
2019 年 12 月 17 日，由公司第一

接线方式及负载业务等情况，对可能发

所有业务后，各部门按计划流程实施

项目负责实施的郑西客专视频监控工

生的意外情况进行了充分估计，并编制

换装倒接。

程—西安北站 UPS 换装倒接施工，在

专项施工方案及应急预案，对施工操作

设备厂家、通信车间的全力配合下，

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为换装倒接顺

顺利完成。

利完成打好了预备基础。

郑西客专视频监控工程新增设备
较多，既有 UPS 设备无法满足新增设
备负荷要求，需在主体工程完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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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既有 UPS 设备，将既有业务接入

12:00 整，总指挥一声令下，在

新设 UPS 中。既有电源设备承载了郑

设备厂家及通信车间相关人员的紧密
配合下，各区域负责人开始施工，旧

西客专调度前台、数据网、车辆定位

2019 年 12 月 17 日 22：30 分，

等既有业务，因此西安北站 UPS 倒接

换装倒接工作在西安北车间组织召开

设备拆除、原线缆切断、新设备立设、

是本项目的控制性工程，也是难中之

的施工点前会议中正式拉开序幕，车间

新线缆布放、空开倒接、设备加电，

难、重中之重，公司特抽调施工经验

主任指出，本次换装倒接中多台重要设

各项工作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

丰富的技术人员组成施工小组，集全

备同时断电，近几年首次遇到，对通信

序，所有人分工明确，有条不紊，确

公司之力，专项攻克此次电源换装工

车间及各施工、配合单位意义重大，并

保每项工序操作无误，2019 年 12 月

作。

多次强调，在完成施工任务的同时务必

18 日凌晨 3:00 分，设备加电，并确

保证人身安全。会议结束后，施工人员

认所有业务恢复运行，宣告此次倒接

开始作业前准备工作，待天窗点内断开

顺利完成。

换装前期，技术人员对机房进行
现场调查，细致了解机房内线缆径路、
04

05

施
工
管
理

盛于合 泽于众

http://www.sxsztx.cn

十二月份最佳员工表彰
实认真，责任心强，同时，

欢声笑语辞旧岁，暖意融融迎新春。为体现公司对员工

工程施工中，赵琦勤奋踏实，

在设备组网调试、故障处理

的关怀，使广大员工过一个祥和的春节，公司为全体员工准

认真负责，能够积极与业主

等方面业务技能有较大进

备了精选的米、油、核桃、枣、坚果等春节福利品，感谢全

和施工队沟通，关系相处融

步。

体员工一年来为公司生产经营的辛勤付出。

在西安东站光电缆迁改

洽，连续奋战在一线，不谈
苦累，积极配合车间进行光
缆切割作业，有效保证施工
生产进度。

盛
泽
文
化

盛
泽
文
化

1 月 16 日-18 日，公司安排车辆将福利品送到每位员工
第二项目部

李嘉豪

希望赵琦、李嘉豪在以
后的工作中能够不断总结经
通信事业部

验，加强业务学习，提高综

赵琦

在绥延高速项目施工
中，李嘉豪能够快速熟悉施
工图纸及现场情况，工作踏
06

合能力，以对工作高度负责
的态度，尽职尽责地做好各
项工作。

家中，承载着公司关怀的福利品传递到员工家人手中，沉甸
甸的福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新春的祝福，也给每位员工心里
带来了信心满满的希望和劲头！
随着公司发展壮大，公司对员工的关爱更加贴心细致。
每逢传统节日，坚持为员工发放福利，定期组织员工体检，
赢得广大员工的一致好评，增强了员工归属感和对公司企业
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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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度总结暨表彰大会顺利召开
2020 年 1 月 18 日，2019 年度总结暨表彰大会在公
司顺利召开，公司领导、部门经理及员工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公司全年生产经营、项目管理、安质管理、

力量，实现共同目标，主管领导及部门经理工作汇报全面细
致，精准把握会议主题思想，实现初衷，凝心聚力，共同出
谋划策，共促公司发展。

财务管理等工作进行总结回顾，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解
决措施，对年度优秀员工、新闻宣传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授予常盼等 7 名同志“优秀员工”荣誉称号、授予闫颖等
2 名同志“新闻宣传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对赵琦等 9 名
基层管理岗位贡献突出的同志给予年度岗位贡献奖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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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董事长李文凡对公司 2019 年经营工作成果进行总结，
明晰 2020 年公司发展方向，下达 2020 年经营目标任务。

会后，公司组织大家进行年终会餐，公司领导对大家一
年以来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向全体员工送上温暖的新年
问候，大家欢聚一堂，开怀
畅饮，其乐融融，欢声笑语
时刻萦绕在耳畔，此刻，我
们与往日并肩作战的队友共
享这份简单的美好，憧憬着

会议旨在统一思想，明确目标，达成共识，凝聚团队
08

我们共同的未来，期待来年踏上新征程，再创新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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