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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全文、习近平总 发展贡献力量。
加
书 记 同全 国 妇联 新
基地管理中心组织召开专题学习会
旬
一 届 领导 班 子成 员 议，重点从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的新成
集 体 谈话 和 重要 讲 就、新情况、新论述、新目标、新部署、新
阳
话内容全文，通过微 要求的“六个新”
，
“ 八个坚持”和今后五
信群、
QQ 群 发 到 分 年的“四大任务”进行了解读学习，并进
水
本报讯 11 月 14 日至 15 日，由大唐旬
局党建群、女工群、 行了学习讨论。
电
下岗职工群、农民工
多渠道宣传， 阳水力发电厂主办的“旬阳水电站技术交流
职工医院采用多形式、
电子屏等 会”在旬阳水电站举办，公司勘测设计研究院 站
微信群，扩大了宣传 实行广覆盖。
通过院内宣传栏、
学习覆盖面。
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充分利用网络媒体 副院长焦凯参加了交流会。
与会代表参观了旬阳水电站 13 号坝段， 技
路桥分局机关、 学习宣传，并制成内部简报发放到各科
并听取了参建单位的汇报，深入讨论了水电 术
品质西安项目部、兰 室，要求晨会期间组织学习。
考项目部、大荔项目部等陆续开展了宣 第一分局、第二分局、基础建筑分局、华 站等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技术难点及质量控
交
贯学习，分局职工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同 中分公司、勘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陆续 制要素。
交流会上，代表们结合旬阳电站的实地
全总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开展了学习宣贯。
流
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国工会第
通过对中国工会十七大、中国妇女 参观考察，重点提出了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
要严格控制混凝土浇筑温度和最高温度， 会
十七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妇女十二大 十二大会议精神的深入学习，引领广大 中，

公司各单位学习贯彻中国工会十七大及中国妇女十
二大会议精神

本报讯 日前，在公司工会的统筹
部署下，公司各单位积极学习贯彻中国
工会十七大及中国妇女十二大会议精
神。
国际公司工会多措并举，充分利用
微信、腾讯通、网络答题等网络媒体及
时向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宣传、传达会议
主要精神，共有 120 余人通过多渠道，
按照“会议内容全面学、贴合实际重点
学”的方式，对会议精神进行了全面的
学习。
第五分局工会把中国工会十七大

精神进行了专题学习。
制造安装分局机关、兰州市水源地
项目部、丰宁金结项目部、新干等项目
陆续开展了学习，会议强调，分局女职
工要在深入学习领会、广泛宣传宣讲、
扎实贯彻落实上下功夫，对分局女职工
工作进行再谋划、再提升，为分局转型

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更加坚
定“四个自信”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坚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
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信念，
（张锐 报道 / 摄影）

公司工会派员参加陕西省劳动模范研修班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
精神，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示范引领作
用，11 月 19 日至 23 日，公司工会派员
参加了陕西省第六期劳动模范研修班
学习。
本次研修班主要内容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统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创
新思维与岗位创新、发挥劳模作用，做
新时代先锋、培育工匠精神，做实叫响
劳模和工匠品牌、劳模文化素养提升、
劳动模范代表事迹交流，现场观摩劳模
创新工作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拓展

等。

带动并影响基层更多人投身到中国梦伟
研修班学习期间，来自全省各行各 大实践中。
业具有市级五一劳动奖章以上荣誉的
（韦晓艳）
获得者，以及重大工程、重点科研项目
中发挥骨干作用的青年人员，听取了陕
西工运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延安大学教授的深入显出的讲
解，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更加深入
的了解，对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理解更
加透彻。
培训期间，大家还进行了交流和沟
通，学员普遍对本次培训反响强烈，纷
纷表示返回岗位后，将本次培训学习精
神和心得体会贯彻宣扬下去，继续发扬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以自身模范行为

按要求实施通水冷却、表面养护及表面保温
等措施，特别是温度骤降期的表面保温，重视混凝土
长间歇面的处理措施和温控措施。建议设计单位根
据优化后的混凝土配合比，通过室内试验或类比，提
出混凝土合理的热学参数和力学参数，并根据本工
程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混凝土温度应力控制标准
和温控措施的可行性。代表们探讨分析水电站混凝
土施工技术要点的同时，互相交流经验，建立了高端
技术交流渠道，为今后的交流学习提供了便利的条
件。
中国水科院水电中心、北京院、昆明院、水电十
局、
水电十五局、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
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参加了交流会。
（李芹 报道 / 摄影）

制造安装分局组织 2018 年预备党员、发展对
象、积极分子学习教育培训班

浐灞机关物业积极调试保供暖
本报讯 今年 11 月，公司总部办
公楼将迎来锅炉低氮改造后的第一个
供暖季，为确保 供暖正常，浐灞机关物
业 10 月中旬便开始与第三方对接相关
确保 11 月 15 日正常供暖。物业
事宜，
从 11 月 5 日起，开始对改造后的锅炉
在试暖的同
前后进行了三次供暖调试，
时物业对楼内各办公室、
会议室及楼道
发现问题
的暖气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
及时解决。
6 月中旬，西安市市环发、市环灞
发相关文件的通知，
要求企业供热燃气
锅炉于 2018 年 7 月底前签订锅炉低氮
改造合同，10 月底前完成改造验收。接
到文件通知后，
机关物业第一时间向公
按文件要求提供了
司汇报了相关情况，

改造方案。在机关物业工作人员及锅炉
厂家工作人员长达一个月的努力，供热
锅炉于 9 月底完成改造施工，并于 11
月初完成了低氮改造验收，圆满完成了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作。供暖后 11 月
21 至 26 日，由浐灞环保局指定的第三
方检测部门对锅炉进行了低氮排放测
试，均达到改造后排放 80 克以下设计
标准。
至此，公司总部办公区供暖锅炉低
氮改造工作闭合，保证了按期正常供
暖。此次锅炉低氮改造响应了西安市
“铁腕治霾”环境治理大政方针，更彰显
水电三局大企业社会责任担当。
（雷馨）

基地管理中心慰问技能大赛获奖职工父母
进一步激
本报讯 为了鼓励先进，
发广大职工岗位学习、岗位成才、岗位
奉献的高涨热情。11 月 16 日，基地管
理中心来到“公司专业技术能手”获奖
为获奖职工佩戴
职工父母的家中报喜，
了
“水电三局专业技术能手”
绶带，
并送
去了荣誉证书和奖金。
在之前举行的 2018 年陕西省“建
设创新杯”秘书岗位技能大赛中，基地
管理中心的尤敏、
马亮两名选手分别取
被公
得了第五名和第六名的优异成绩，

本报讯 根据分局 2018 年党员发展、教
育培训工作计划，
制造安装分局党委经过前期
认真筹备，在 11 月 19 日至 20 日，组织 2018
年度预备党员、发展对象、积极分子学习教育
培训班。本次培训的对象主要是预备党员、重
点发展对象和入党积极分子，共计约 40 人参
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西安市委党校刘子平教
授进行授课。本次培训为期两天，老师集中授
课 1 天半，20 日下午组织到西交大西迁纪念
馆进行现场学习。在一天半的授课中，老师围
绕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章

程辅导以及如何提高党性修养，做新时
代合格共产党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整
个培训过程中，培训老师将理论和实例
相结合，讲解方式深入浅出，吸引住了培
训学员的注意力，赢得了培训学员的一
致认可。
培训结束后，随即组织开展了结业
“弘扬爱
考试。结合分局党委近期下发的
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方案
要求，分局党委针对本次培训，特别组织
安排了对西交大西迁纪念馆的参观学
老物件，
聆听讲解员
习。通过现场观看老照片、
讲解物件和照片背后的故事，使大家更深刻的
认识到“西迁精神”的内涵，对如何争做新时代
合格共产党员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学
习接受后，大家纷纷表示，西迁精神值得我们
深入学习并融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将以在
工作中不忘初心、立足岗位，用担当的精神、务
实的作风和真诚的态度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奋
斗诠释使命，用初心点亮责任。
（张晶蕊 报道 / 摄影)

镇安项目召开新分大学生实习期工作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 日前，第一分局镇安抽水蓄能
电站 C1 标项目部举行了 2018 年新分大学生
称号。 实习期工作经验交流会。
司授予
“水电三局专业技术能手”
座谈会上，大家从生活、学习、工作等方
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靳卫东对他
面分享了自己的收获和感悟。自项目“师带
们的父母说：
“感谢你们的培养和教育，
是你们在背后默默地关心与支持，才使 徒”的活动开展以来，大学生们从刚出学校
职工没有了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到 到单位时的迷茫转到现在的成熟，每个人都
工作中，并取得了好成绩，给中心职工 在飞速进步。大家在工作上多看、多问、多学，
加强横向沟通。并意
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做出了榜样。”
识到项目部的每一位前辈都可以作为师父，
获奖职工的父母对中心领导的到
来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子女在以后的 抓住每一次检查和总结的学习锻炼机会，成
大学生们提出
工作中要再接再厉，不断创新、取得更 为担当项目管理的主干。期间，
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领导详细倾听并仔细
大成绩。
（马亮)
记录，对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项目党支部书记沈刚表示，作为新入职的
——
大学生，要对今后的工作做到“四有”
—即有
规划、有理想、有信念、有目标，要把工作当成
自己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谋生手段。一线的工作
环境艰苦，在艰苦的环境中更要坚持学习，在
学习中要拓宽自己的学习面，除自己专业知识
以外，对文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也要学习，
灵魂。
才能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思想、
此次座谈会为镇安项目部和大学生构建
了和谐交流的平台，相互促进沟通、增强了解、
加深感情。大学生们也纷纷表示，在一线工作
中多锤炼自己，加强学习、认真工作，为公司及
项目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韩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