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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顺利通过“第一批”复工审核

“武汉，加油”开启了 2020 年历史新纪元，“钟南
山”成为了 2020 年新时代偶像，“连花清瘟胶囊，医用
口罩，消毒液”成为了 2020 年畅销产品.......有人在难忘
又珍贵的抗疫日记中写道。疫情当下，全国成千上万企业
被迫按下暂停键，这无疑是对各行各业平稳运行的一记重
创，面对现状，疫情仍在蔓延，生活还得继续。

公司密切关注政府发布企业复工复产通知，积极筹备
防疫物资，组织人员对办公区域进行全面消杀，2月 24日，
顺利获得经开区批准，成为第一批复工建筑企业，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贯彻落实企业复工防控要求，对复工人员分
批次返工并进行核酸检测，复工当日，公司下发《机关疫
情防控应急预案》《库房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文件，复工
人员签署承诺书，坚持佩戴防护口罩，做好日常通风，每
日监测体温，同时，在保证公司内部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外
防输入”，严格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测温及酒精消毒，公
司充分考虑复工人员就餐不便诸多问题，及时开办员工食
堂，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疫情防控不容懈怠，复工复产势在必行。公司复工以
来，高度重视员工身体健康和安全，各项防疫措施落地化
管理得到有效实施，全力保障施工任务如期推进。

综合管理

1、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获批通过............................................(05)

2、年度库房物资盘点完成.........................................................................(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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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延高速清子线机电项目前期勘查顺利完成

2 月 24日，经西安市经开区批准，公司获得复工许可，
秉持“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坚决保障员工生命安全”的理
念，严格执行政府相关管理条例，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经中铁八局绥延项目部复工同意，公司第一施工队于 2
月 29日前往绥延高速公路项目驻地，展开绥延高速清子线
施工界面前期勘查工作，按照公司疫情防控要求，每日两
次测量员工体温，早、中、晚对驻地区域、随行车辆进行
三次消毒，人员居住及饮食采取间隔措施，积极做好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确保施工勘查工作正常推进。

第一施工队对清子线施工段内道路通信管道、桥梁托
架、管箱、预埋横向管道的数量、位置以及施工界面成形
情况进行核实，依据施工图纸对监控基础、人井位置准确
标注、统计，对现场与图纸不符的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以
便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

防疫与施工并行的特殊时期，第一施工队在做好自我
防护的同时，顺利完成该项目前期勘查与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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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铁十四号线弱电项目顺利启动

在公司地铁十四号线弱
电项目部的精心组织和安排
下，西安地铁十四号线弱电
项目顺利进场。

2020 年 3 月 21 日，项
目部技术人员正式进入地铁
十四号线各施工站点，开始
熟悉现场及设备点位。进场
前，我公司参建全体施工人
员参加总包单位召开的安全
技术交底会议，会上对项目
的节点工期、施工计划、材
料到货时间进行了具体阐
述，明确了参建各方的施工
任务，制定施工技术及安全
管理要求。

项目负责人组织各站
技术人员严格对照设计图
纸，对已具备施工条件的墙
面测距，定位，画线等，搭
建施工材料加工区工棚，制
订可行的施工计划，为后期
施工做好一切准备。

“春风吹，战鼓擂”，
因疫情推迟返岗的我们，骨
子里充满着干劲，我们将会
把这积攒了许久的力量化
为前进的动力，严格按照施
工工艺规范要求，做好施工
安全防护，确保优质高效的
完成该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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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复工之际，对施
工生产部门员工进行了技
能培训，此次培训由前期线
上理论知识培训转为线下
实操技能培训，采用“面对
面、手把手、一对一”的精
英教学模式精准培训，全面
提升员工独立作业能力。

培训内容主要包含通
信光电缆接续与测试、标准
化机房设备布线、常见通信
故障排除与解析等，培训讲
师倾其多年在施工现场的
工作经验详细讲解通信相
关的知识技能、操作技巧，
在培训现场模拟实战演练，
员工们反复练习，掌握操作

要领，提高熟练程度，练习中
随时提出问题，针对个人遇到
的典型问题讲师会组织大家
共同讨论，加深典型案例的巩
固学习。

此项培训工作得到公司
领导的高度重视，公司领导走
进培训现场，为一线员工指导
点评，进一步调动员工的学习
积极性，激发员工培训热情，
通过本次培训，我们找到了努
力的方向：勤学技能，苦练本
领，提升基本素质；立足本职，
爱岗敬业，提升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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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9 日，经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许

可，公司顺利通过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申请。

这是对公司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充分肯定，象征

着公司综合实力的提升，对外彰显公司实力，对内鞭策

员工自我提升，是员工前进的方向和指引，为公司发展

奠定基石。

这是公司全员三年以来不懈努力的硕果，是工程人

的勋章，更是勉励，是鼓舞，更是新的起点。我们会不

断完善企业管理机制，加强现场施工管理，培养创新型

技术人才，我们将始终坚持倡导和培育“诚信立业、创

新经营、团结协作、明责担当、务实敬业、共存共赢”

的企业精神，以市场为导向、技术为龙头、管理为基础，

培养、建立过硬的施工管理团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

管理创新，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增强竞争力，致力于

创建更多优良建筑产品。

加强技能培训 提升业务水平

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获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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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最佳员工表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非常时期，常盼同志积极主

动和项目部联系，复工第一

时间带领第一施工队逆行而

上进驻施工现场，为绥延清

子线开工做足准备；在施工

过程中，他始终能坚持全程

跟踪指导，及时发现施工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予以纠

正，避免了返工现象的发生，

确保标段内的工程质量。

常盼在去年曾多次被评

为最佳员工，他不骄不躁，

一心向前，疫情期他在公司

线上培训考核中表现优异，

成绩名列前茅，他在培训中

乐学，施工中实干的工作态

度深受领导赞扬。

希望常盼同志能不断

提升自己，总结施工方法，

创新施工工艺，争做经验

型、创新型新生力量，为公

司全体员工做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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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库房物资盘点完成

2020 年 3 月，公司抽调各部门员工对库房物资进行
分类归置整理，对现有物资核对清点，统一登记形成最新
管理台账，进一步提升库房物资规范化管理水平。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周时间，现已将库房区
域物资转运、各类材料及工器具归类、线缆整理等工作全
部完成，充分保障后期库房有序管理，后期公司会持续加
强库房物资台账及出入库记录更新管理，便于及时储备及
调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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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而上 知势而为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盛于合、泽于众”的核
心理念，弘扬“积厚德、存正心、乐敬业、诚为本”的价
值观，近日，为加强团队建设，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公司
创办文化宣传墙体，显企业精神，展员工风采。

2020 年初，由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施工任务无
法正常推进，公司在大环境经营不利的条件下，积极做好
疫情防控，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工首次会议宣布实行新
版管理制度，全员薪资整体上调，考虑到员工出行难、吃
饭难等问题，公司一一推行应对措施，将上班时间调整为
早十晚四，紧随疫情防控趋势及时更新调整，午间提供员
工餐饮，践行企业精神，诠释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尽
显仁义姿态，更是反映出公司愿与众人“同风雨，共抗疫”
的坚定决心。

近期，公司各部门组织召开内部会议，对管理制度及
企业文化进行深度宣贯学习，凝聚团队力量，公司以“奖
多于罚”的鼓励型方式培养员工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工
作积极性。

企业文化乃企业之灵魂，在企业精神的引领下，公司
重视培养灵魂相契合、敢闯敢拼、技艺精湛的团队，与员
工共同进步与发展。

心得体会

几天的培训转眼间已经结束了，通过这次培训使我对
通信工程技术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本次培训课程的安排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课程主要
针对铁路通信工程技术实操技能培训，学习开剥光缆与束
管、光纤熔接、封装接头盒以及附加的光缆绝缘节，学习
通信电缆开剥及接续、网络配线及网线终端制作、线缆绑
扎、市话电缆识别及成端等知识，整个过程由易到难，在
夯实基本功的前提下，提升技能水平，每日培训结束，总
结回顾当天出现的操作失误，反思原因，进行针对性巩固
记忆，培训效果事半功倍。

通过这段时间对通信工程技术的系统学习，我获益匪
浅，让我对通信工程技术有了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认识，对
我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边跃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