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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病毒肆虐，举国抗击，抗“疫”战场不见硝烟，却见

大爱与担当。疫情发生以来，国网湖南电力系统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和应急保障工作，奋战在抗“疫”最前

沿，为这场无声的战斗和防疫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彰显湖南电力人的担当与家国情怀。

“你们的疫情防控及供电服务保障工作富有成

效，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 月 25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向国网湖南电力党委发出

表扬信，点名表扬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党总支、长

沙城北客服分中心捞刀河供电所党支部2个先进集体

和袁建平、俞京呈、徐燕虹、李友能4名先进个人。

在疫情防控的攻坚期，在复工复产的关键期，国

网湖南电力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决心，秉持“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

信念，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交出了一份

完美的湖南电力答卷。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党总
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公司党委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决策部署，党员率先逆行而
上，全体人员冲锋向前，打赢了一
场场与时间赛跑，与疫情抗争的硬
战——

“调控人员全部采取集中隔离，
在此期间他们上班和饮食均相互独
立，互相不见面。”国网湖南电力调
控中心主任张文磊介绍，早在疫情
扩散之前，他们就已经做足了准备。

审时度势，调控速度，抢占抗
疫主动权。1月20日，该中心党总
支将工作重心聚焦到值班人员、场
所安全和保障电力的供应，抓实抓
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所有外出
调控员即刻返程，全部在长沙居家
隔离，全体调控员做好半小时内到
岗的准备。”1月23日中午，调控中
心发出通知后，全体调控员成了

“逆行者”，归位长沙集结待命，全

面封闭隔离管理同时启动。
防疫一线党旗红，党建引领保

供电。疫情防控期间，国网湖南电
力调控中心党总支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全体党员下沉一线，通
过开展疫情防控期间“一单位一方
案”专项保电方案的再梳理再细化
工作，确保了全省 122 家定点医
院、353 家发热门诊、50 家防控用
品生产企业可靠供电，并指导 30
余家关键电厂制订疫情防控保电
方案，密切监控机组运行状态、跟
踪电煤及水情状况。

闻令而动有作为，勇担责任强
支援。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党
总支第一时间响应邻近省份电力
电量需求及分中心调度权转移要
求，参与调峰调频，累计调整鄂湘
联络线 24 次，最大电力 100 万千
瓦，有力支援了华中、湖北电网电
力电量平衡；强化移动应用端“调
度看板”运行维护，实现调控系统
应急状态下远程会商功能。

用行动守护光明，用光明照
亮生命。深知定点医院电力稳定
的重要性，来自长沙城北客户服
务分中心捞刀河供电所的“电雷
锋”们不忘来时初心，勇担肩上使
命，奔波于医院配电间与生产场
所间，7×24 小时开展设备巡视，
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深入病区，为生命“掌灯”——
“我年轻，身体好，又是共产党

员，我去！”“我岁数大一点，还是老
党员，那里的供电设备我清楚，我
要去！”

大年初三，接到长沙市第一医
院北院新增电源的请求，捞刀河供
电所的党员们纷纷报名。不到一
个小时，一支“电雷锋”共产党员突
击队集结完毕，火速奔赴疫情防控
第一线。

到达现场后，他们马不停蹄开
展用电查勘工作，制订增容和临时
活动板房用电方案；对施工停电范
围内的用户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告
知，确保通知解释到位；物资供应、
车辆调配、后勤保障等工作也克服
春节假期的困难，在最短时间内准
备到位。

“医院保障病人的安危，我们
守护医院的光明。”在这样的信念
激励下，“电雷锋”共产党员突击
队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不到两天

时间就把新增病房的供电保障到
位。

一墙之隔的另一边，医生正在
全力抢救病患，这边的抢修施工人
员埋头奋战，医疗设备的嗡嗡作响
声与施工现场机械的嗒嗒声遥相
呼应。

夜以继日，与时间赛跑——
关键时刻站出来，危急关头豁

出去。面对医院病房电力线径较
小，无法满足新增用电需求的困
境，尽管医院新出线路改造不属于
供电公司的工作范畴，城北分中心
还是接下了改造任务，连夜带着

“电雷锋”共产党员突击队到现场
勘查，商讨改造方案。

争分夺秒赶进度，攻坚克难有
作为。为确保医院新增设备的电
源接入，突击队高强度作业，为了
节约时间，大家都尽量少喝水，少
上厕所，只为赶在第一时间完成任
务；为了减小感染家人的可能性，
大家都吃睡在供电所的隔离办公
室里，简单休息之后又继续投入到
现场工作中去。

1 月 30 日 18 时 27 分，长沙市
第一医院北院所有新增设备电源
接入等工作圆满完成。这项仅用
时不到 72 小时的工程，见证了长
沙城北客户服务分中心捞刀河供
电所的担当与无畏。

“越是吃劲关键时，越要担当做表
率。”

面对疫情，国网长沙浏阳供电公司永
安供电所所长袁建平忠于职守、善于攻
坚、甘于奉献，以“战斗”状态迅速投入到
抗疫情、保供电、促复工的各项工作中，从
腊月廿九起坚守一线，24 小时值守响应，
为重点机构保电、为企业复工护航。

逆行光明路，“疫”线掌灯人——
“只有口罩生产越顺利，防疫安全才

越有保障。”
为保障湖南省重点应急物资生产企

业芙蓉口罩厂的正常运行，袁建平第一时
间组织人员对厂房和用电设备进行安全
专项检查，全面了解其生产用电需求和设
备运行情况，制订特别保电方案，通过每
日四个“固定动作”为口罩生产保驾护航
——厂区供电线路检查维护、供电配变设
备实时测温、配网大数据平台采集线路设
备最大负载率、工作人员 24 小时轮流值
守。

特殊时期特定企业特别服务。2 月 1
日，该厂计划新增3条医用口罩生产线，需
要增容用电，袁建平当即以“不见面”的方
式受理了增容申请，并连夜行动，以最快
的速度制订方案、协调物资、进场施工。
从受理申请到完成送电不到48小时。

尽职尽责保复工，细致细化抓落实
——

2月 12日，湖南省重点项目长沙惠科
光电有限公司生产线顺利复工开建。该
项目总投资 320 亿元，占地面积 1200 亩，
将建成国内首条大尺寸 OLED 生产线，

为湖南省显示功能器件产业链注入新动
能。

多方协调提质量，紧抓落实加速度。
为了打响这场复工“保卫战”，袁建平紧盯
施工现场，全力确保组织运输、维修和工
程安装工作按时推进，带领大家把方案细
化到每道工序，把时间掐准到每一分钟。

最终用18天完成了原本40个工作日
的任务，累计架设 10千伏线路 2.73千米，
敷设 10 千伏电缆 1.2 千米，安装 1000 千
伏安箱式变压器 10 台、10 千伏环网柜 5
台、负荷开关 11 台，所有设备均一次受电
成功，确保了该项目节后复工基建用电需
求。

截至 3 月 3 日，永安高新区复工企业
209 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复工 140 家，
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 99.3%，在建项目复
工率100%。

袁建平在检查芙蓉口罩厂供电线路。

“我是长坡山村第一书记，要跟大家
一起守护咱们村这片净土。”

大年初一，俞京呈积极响应国网湖南
电力党委号召，第一时间赶赴驻地长坡山
村，一面保障全村防控疫情工作，一面扛
起了巩固扶贫成果的大任。

从扶贫“橙子书记”到抗疫“第一政
委”——

2018 年，俞京呈带着“实实在在为村
里做点事”的初心，到长坡山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以真心换民心，变穷山为金山。深处
雪峰山脉和武陵山脉之间的长坡山村，经
济发展落后。俞京呈和驻村队友们修村
道、安路灯、装水管、搬新居，打通村里冰
糖橙销售渠道，使得村集体经济创收20余
万元，大家亲切地称他“橙子书记”。三年
下来，走访贫困户的扶贫日志写了厚厚五
本，贫困户家中情况他如数家珍。村民都
说：“有俞书记在，我们就安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赶
赴驻地，与村两委一起建立起防疫指挥
部，并担纲抗疫第一政委。

抓排查理重点，树先锋重宣传。村两
委和工作队一天之内排查388户1658人，
梳理出重点人群，确定隔离对象；在疫情
初期，他发起成立长坡山村党员先锋队，
自己带头拿起小喇叭，当起了村民的义务

“小广播”，引导村民群众做好个人防护。
从义务采购“贴心暖男”到巩固脱贫

“钢铁战士”——
“小孙，这套衣服大小合适不？”“振

和，我们给你带来了一桶油，知道你生病
了行动不方便。”

义务采购暖人心。俞京呈与居家隔
离户保持联系，为他们购买生活物资，鼓
励他们积极面对。考虑到还有其他村民
不便外出，俞京呈和扶贫工作队员们主动
将采购和送货的范围扩大，保障村民的日
常生活。

严防返贫提服务。俞京呈排查疫情对
贫困户外出务工的影响，谋划产业恢复、发
展事宜，制订脱贫巩固提升计划，帮助最后
6 户 15 人脱贫。同时为 40 多名外出务工
人员做好登记、证明等服务，防止发生脱贫
户因疫情返贫的情况。

“我们既是防疫阵地战的战士，也是
脱贫攻坚战的战士。”在俞京呈看来，两手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调控中心党总支：党建领航保电战“疫”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
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国网湖南后勤中心

（健康管理中心）共产党员徐燕虹
始终冲在抗“疫”一线，践行着一名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保电员
工的健康保驾护航。

疫情面前，彰显本色——
“这次奔赴疫情最严重的湖

北，我一定要让大家平安归来。”
2月6日，国网湖南电力安排一

批防疫物资驰援湖北，需要医务人
员全程护送，徐燕虹主动请缨出征。

“一出发就遇上瓢泼大雨，密
封的防护装备让人透不过起来。”一
路上，徐燕虹一遍遍地耐心指导几
名护送人员正确穿戴防护服、口罩、
护目镜及手套，并强调注意事项。

完成护送任务后，徐燕虹被隔
离观察，却仍然心系工作，通过远
程办公，筹集防护物资、统计职工

情况。并积极为职工联系医院就
诊，安抚居家隔离职工的情绪，鼓
励大家积极应对克服困难。

职责面前，体现担当——
“在入党后的10年间，使命感

不断激励我在平凡的岗位上认真
工作，当好公司职工健康的守护
者。”徐燕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
己的入党誓言。

危急时刻的冲锋者。工作以
来，只要遇到急难险重任务，徐燕
虹总是冲锋在前，无论是 2003 年
的非典、2008 年的冰灾和地震还
是2009年的甲流，哪里有危险，她
就在哪里冲锋陷阵。

医者仁心的救助者。她带领
护理团队参与临床突发事件的抢
救和重大会议的卫生保健，累计完
成门诊工作量约 2 万余人次。为
畅通就医绿色通道，徐燕虹与湘雅
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湖南省人
民医院等十几家医院加强联系，开
展双向转诊，为职工的就医问题排
忧解难。

工作岗位的示范者。徐燕虹
用一份“守护国网湖南电力职工健
康”的初心，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
可，参加工作30余年来，她多次获
得“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护士”“文
明职工”等称号。

徐燕虹说：“我不是钢筋铁骨，
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但面对党
旗，面对职责，我更懂得什么是担
当和值得！”

捞刀河供电所：“你防疫我护航”

袁建平：防疫攻坚战中的“掌灯人”

俞京呈：扶贫抗“疫”两手抓两手硬

李友能：带电作业“特种兵”

徐燕虹：让党的旗帜高高飘扬

大年初二，俞京呈上门贴防范新冠
肺炎宣传标语。

党旗高扬，电网安全党员突击队在行动。

捞刀河供电所“电雷锋”党员突击队在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
保供电。

徐燕虹护送国网湖南电力
驰援国网湖北电力防疫物资。

李友能带电更换跌落式保险。

“我依旧是一名军人，以前是为
祖国保稳定，现在是为人民保供电！”

国网岳阳供电公司带电作业
班班长李友能曾是一位保家卫国
的“老兵”，现在是守护光明的带电
作业“特种兵”，已连续三十多天奋
战在保电最前线。

“我们多做一点，就能帮助病
人早点康复回家！”

1月28日，岳阳决定建立临时
屈原区“小汤山”，接到指令当晚，
李友能带领班员马不停蹄赶到，不
停电作业完成了医院用电接入工
作。他在 9 天时间里接连转战了
岳阳县、华容、君山等7个县区，为
疫情防控筑牢了坚强的电力防线。

“医院感染风险大，为什么不
佩戴 N95 口罩做好防护呢？”面对
他人的担忧，李友能说：“N95密闭
性太强，在高空作业使不上劲，还
有这么多人等着用电呢。”疫情期
间，需要比平常增加防护措施，从
十米高空下来的李友能取下口罩，
汗水和雾水已混成一团。

一个多月来，李友能和班员没
有休息一天，以往觉悟很高的家属

着急了，甚至打来电话：“外面太危
险，能不能减少外出次数！”可李友
能却说：“怕就吃不了带电作业这
碗饭！”

“感谢带电作业班的兄弟们！”
在岳阳供电公司生产工作群，

这样的感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在防疫保电的关键时期，李友能主
动请缨当起了“救火队员”。

“让我来试试！”2 月 22 日晚，
岳阳市八中附近变压器故障。尽
管天还下着小雨，李友能赶往现场
开展带电作业，仅用一小时就完成
了抢修。

“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正
是深谙这一点，李友能和班员们常
常主动去揽活儿干，却从没在意过
这样会给自己增添更多工作量。

“群众早一分用上电，心里便能踏
实一分！”李友能说这是一名共产
党员不能忘记的初心。

使命在肩，初心如磐。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国网湖南电
力人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信念
放在心上，诠释着“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初心。

(本版图片由国网湖南电力提供)

■ 柏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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