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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集团：情系芦山 温暖相助
本报记者 丁国明张晨璐

通讯员张少晨

4月 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发生 7.0级地震后，中国机械设备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MEC”）
党委迅速作出反应，由党办、工会、团

委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全体员工向灾

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早日

重建家园。

4月 23 日下午 3 点，CMEC 心系
四川芦山地震灾区紧急募捐活动在

中设大厦一楼大厅举行。短短的 20
分钟，共募集善款 235391.00元，捐款
人数达 1158人。中设人所捐善款已
通过有关部门送往灾区，帮助芦山父

老乡亲早日重建家园！

突如其来的四川雅安 7.0级强地

震，牵动了所有人的目光，在时刻关

注震区一线救援的同时，成都的两个

立体库项目同样让北起院人时刻牵

挂。

地震发生后，由北起院承建的科

伦药业和西南国药两个立体仓库项

目所在地震感强烈。其中，作为国内

最大输液产品仓库的四川科伦立体

库，担负着国家医药战略储备库的任

务，尤其在震后赈灾救险期间，承担

着重大社会责任。如果此次地震对设

备造成损坏，那么将直接影响到发货

救灾，后果不堪设想。

震后北起院迅速反应，即刻组织

安装队赶赴成都，对四川科伦、西南

国药的关键设备进行检测。虽然北起

院严格按照验收承诺刚刚对其所有

设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保养，但为了

确保项目在 7.0级大地震中保持正常
运转，北起院人没有一丝犹豫与懈

怠。

四川科伦立体库于 2012 年 6 月
投入使用，每天 24小时连续运行，作
业非常繁忙，货位的使用率已高达

97%左右。该项目的正常高效运转，对
于灾后医疗保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检测人员 4月 22日到达成都后，
立刻前往科伦药业投入到检测工作

中，连着两天加班终于在 23日 19点
完成了科伦药业物流设备的检测工

作，测试数据均为合格。24日上午测
试人员又火速赶到西南国药项目对

设备进行检测，测试结果依旧合格。

虽然两个项目严格按照设计规范设

计，但只有经过真实的考验，才敢骄

傲地说为用户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北

起院用实际行动告诉用户，他们的产

品和服务质量都是过硬的，他们是值

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支援灾区有不同的方式，这次地

震对北起院的设备是一次严格的考

验，北起院立足本职岗位，用高度的

责任感和过硬的专业技能为国内最

大的输液产品仓库保驾护航，用实际

行动为灾区贡献出一份力量。

中工国际第一时间安排向灾区

捐助物资事宜。4月 21日，第一批向
四川雅安地震灾区紧急援助的饮用

水、食品等物资送往了灾区。

心系雅安，千里驰援，温暖相助，同

胞情深。希望中工人的爱心能够为震区

的同胞送去一份祝福与温暖，相信在全

国人民的支持下，震区的同胞们能够顽

强战胜灾害，重建美好的家园！

得知地震发生消息，国投党组当即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

作，并决定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捐助人民币 500万元，支援四川
抗震救灾工作，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生活。捐款已于 4月
21日上午 9时许汇入四川省慈善总会账户。

此前，国投集团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文（国投集团办

〔2013〕16 号）《国投集团关于做好四川雅安地震救灾工作的
紧急通知》，文件要求国投公司各部门、集团各成员企业要按

照中央要求、国资委部署和集团领导批示要求，立即启动抗震

救灾应急响应，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凡在灾区有所属单位

的企业都要切实做到组织落实、人员到位、措施有力、处置及

时。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为应急管理第一责任人，要加强领导、密

切部署、落实责任。企业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负责人要抓好具

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灾区企业要坚守岗位，保证生

产供给，保证员工安全，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要求开展工作。

文件要求雅砻江流域集控中心要保持与集团调度中心的

密切联系，及时汇报发电情况。各企业要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投身抗震救灾工作。救灾及捐款捐物按要

求开展，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做好受灾统计报告及值班工作。

灾区企业要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做好灾情统计，加强监测，正确

判断灾情，防止次生灾害造成更大的损失。雅砻江水电要对各水

电站，特别是在建电站的安全状况进行逐一排查，评估受损情

况，确保生产和施工安全。各企业要严格值班制度，做到 24小时
在岗值班，及时了解报告相关情况，有效组织抗震救灾工作。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和配合救灾

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积极参与中国信托

业协会发起的支援四川芦山抗震救灾活动，通过协会向地震

灾区捐款 30万元，以实际行动助力灾区人民战胜灾害、重建
美好家园。

5年前的疮痍还未平复，人们心中的伤口亦未愈合。而在
今年 4月 20日，又不得不面对新的灾难，四川芦山发生 7.0级
地震，这一消息牵动无数国人的心。

大爱无疆，八方支援。中国铁建集团立即组织救援队，第

一时间投身到抗震救灾最前线，义无反顾承担起了中央企业

的社会责任。

挺进震中打通“生命线”

在国家面临危难时刻，作为祖国的儿子———中央企业，总

会最先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人民的苦难，肩负社会的责任，他

们无愧“共和国长子”的光荣称号。

据粗略统计，截至 4月 24日，中铁二十三局集团三公司抗
震救灾突击队，在 5日的酣战中，累计参战人员近 300人；动用
自卸车、装载机、挖掘机等大中小型机具 79台（套）；铁锹、撬
棍、十字镐近 200把；帮助灾民抢救生活用品 4000余件，搬运
物资重量超过 60吨，累计价值超过 300万元；在安置点平整场
地 5500多平方米；挖筑排水沟 4200余延米；搭建救灾帐篷近
145顶、帮助灾民搬家近 200户。

4月 24日下午 16点 20分，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一公司
经过 48小时奋战，顺利打通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最后一段
“生命通道”瓶颈———太平镇至大川镇 30多公里的震区道路，
标志着雅安震区县级以上公路全面抢通，使救灾物资顺利运

抵沿线受灾村镇。

爱心接力永不断

“请尽快帮我们把这点心意送往雅安。”邮局业务大厅里

大包小包的爱心物资堆积如山。得知灾情发生后，中铁二十五

局集团团委快速反应，积极传递正能量。仅实业公司柳州地区

团支部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就收到团员青年和员工捐赠的各

类爱心物资 200余件和部分善款，已用最快速度通过特快专
递的方式送往雅安前线。

中国铁建直属机关党委于 4月 25日发出募捐通知，在机
关开展向灾区捐款活动。

机关全体员工情系芦山，关爱灾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截至 4月 27日，机关 294名员工共捐款 34300元。此笔款项
已通过万寿路街道送往地震灾区，以表全国人民扶危济困、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

同时，十二局集团四公司赣龙铁路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

帮扶机制，号召全体员工献出爱心，为灾区送去温暖和帮助：

项目领导带头捐款，全体员工也踊跃献出爱心，为灾区同胞做

力所能及的事情，短短半天时间项目部就筹得资金 6500元，
并在第一时间打入中国红十字会账户。

十四局集团公司党委高度重视，立即作出决定，号召共产

党员和全体员工踊跃捐款。截至 4月 28日上午，共收到所属
44个单位的员工捐款 1296426.30元。

震后，十七局集团二公司长昆项目积极行动起来，为灾区

捐款，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在公司党委的统一部署安排下，4
月 21日，十七局集团二公司长昆项目党工委组织项目部、分
部，在 6个地方同时捐款。来自项目部各个岗位的 300余人员
工参加，目前，累计收到捐款 3万余元。

4月 25日，中铁十四局集团五公司南钦铁路项目部从办
公网及时下载公司下发的《关于向四川雅安地震受灾地区捐款

的通知》，项目部经理杜少成批示后在第一时间捐出了 500元，
并电话与在外地出差的项目部党委书记王洪俊电话沟通，王书

记委托计划部人员也捐出 500元。项目部办公室通过 QQ群定
时编写捐款人员和数据信息，将自愿捐款的热潮推向高潮。

4月 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发生 7.0 级地震，这一消息牵动了全
国人民的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惯有的

积极态度，迅速反应。4月 23日上午，集
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恒

天红十字救助基金管委会主任孙力实

一行来到北京市红十字会，向地震灾区

捐款 20万元人民币，代表恒天集团全
体职工表达了对灾区人民的慰问之情。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马润海

代表北京市红十字会接受捐款，他对

恒天集团一直以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表示赞赏，并指出：这是作为一家央企

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在中央

企业社会公益活动方面起到了示范作

用。

4月 20日 8时 2分，在四川省雅
安市芦山县发生 7.0级地震，震源深
度 13千米。地震发生后，中国联通集
团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常小兵董事

长、陆益民总经理第一时间通过电话

了解受灾情况，指示四川分公司及总

部网络部门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确保人员生命安

全。张钧安副总经理亲自带队前往灾

区指挥抗震救灾通信保障工作。

打通信息“孤岛”

截至 4月 25日 8时，雅安全市 6
县二区乡镇以上通信已全部恢复，已

抢通的乡镇基站运行正常，目前抢修

队伍正在逐一恢复震后受损通信设

施，争取尽快全面恢复灾区通信。

4月 21 日 21：45 抢通雅安宝兴

城区 2G基站，恢复宝兴城区移动业
务，打通信息“孤岛”，4月 22日 10:12
抢通雅安宝兴 3G基站，至此宝兴城
区 2G、3G业务逐渐恢复开通。截至
23日 18点，所有乡镇基站全部抢通，
除大川镇用 VSAT卫星开通基站外，
其余基站均是通过抢通光缆开通。主

要乡镇不仅开通了 2G基站，还开通
了 3G基站，通信质量良好。雅安市累
计恢复基站 122个，三个重灾县基站
恢复率为 81.33%。
截至目前，中国联通紧急调拨 50

余部海事卫星电话已送达四川灾区，

3台卫星便携站（北京分公司 2台、河
北分公司 1台）已送达四川灾区；9辆
保障车辆（重庆、陕西、贵州分公司各

3辆）、18台油机（重庆、陕西、贵州分
公司各 6台）已抵达灾区；同时部署
北京、河南、湖北等分公司保障队伍

随时待命。

目前，中国联通共计 65支抢修
队，各类抢修人员 3000多人次连续

奋战在救灾一线，累计投入应急通信

基站车 6 台、卫星车 1台，卫星便携
站 3台、抢险车 100余台、海事卫星电
话 50余部、光缆 330公里，调拨油机
204台，帐篷 300顶等，累计投入抗震
救灾资金 5200余万元。

各省分公司紧急驰援灾区

根据灾区现场情况，中国联通紧

急调拨 49部海事卫星电话、3台卫星
便携站、9 辆保障车辆、18 台油机赶
赴灾区；并部署各省分公司保障队伍

随时待命。

北京联通机动局雅安抗震救援

第一分队早于 4 月 21 日就抵达成
都，经过迅速、有效的设备测试，20部
海事卫星设备已经全部开通投入抢

险使用。23日，北京联通机动局已有
两批次共计 10 位员工入川抢险救
灾，发扬汶川抗震救灾中应急通信勇

于奉献的精神，为灾区提供卫星通信

服务，可谓抗震救灾特种兵。

重庆联通第一时间做出增援灾区

的准备，派出的由 12名网络技术骨
干、4台应急车组成的应急抢险分队已
于 4 月 22 日深夜 23:50 顺利抵达雅
安市区。应急抢险分队分成三个小组，

每个小组一辆车，每辆车配置三个队

员和两台油机，统一接受联通雅安分

公司的指挥调度，配合开展抢险工作。

4月 22日，贵州联通在接到集团
公司通知后 1 个小时内完成了人员
动员组织、车辆调派编组和物资器材

装载等所有准备工作，抽调 11名技
术骨干人员组成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携带车辆 3 台、5KW 发电油机 6 台、
4KW发电油机 2台及便携式卫星电
话 2部，紧急出发驰援地震灾区开展
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同时，分公司根

据集团公司统一部署安排，立即组织

完成灾区漫游移动用户通信保障工

作，对漫游至地震灾区的用户实行欠

费免停机服务。

4月 24日凌晨 4点半，三辆满载
着中交集团爱心的救援物资车队，在中

交集团党委书记刘敬福的率领下，一行

11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川成都出发，
前往刚刚打通道路、严重缺乏生活物资

的地震灾区———宝兴县灵关镇。救援队

两次穿越塌方危险地带，往返 400多公
里，成功地完成了物资运送任务。

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第一时间向政府请愿

地震发生后，中交集团董事长刘

起涛高度重视，立刻做出指示，要求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地处四川成都的集团所属隧道局

四公司位于震中附近，更是牵动着各级

领导的心。李亚武董事长要求公司即刻

排查办公场所安全及周边施工项目有

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同时要求公司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协助

地震灾区政府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四公司成立了以公司总经理王

卫华为组长的应急救援队，兵分两

路：一方面迅速组织人员、调集大型

设备，集结待发；另一方面立刻给地

震灾区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去

了请求进入地震灾区抢险的紧急公

函，请求政府安排进入灾区抢险。

4月 20日 10时 30分，救援队伍
全部到位，救援人员集结完毕，并准

备了充足的食品、饮用水等救灾物

资。经联系，救援暂时以武警、消防、

公安等为主，公司救援队随时待命。

挺进雅安
与受灾群众心连心

4月 22日，从新闻中得知，宝兴

县灵关镇道路刚刚打通，受灾群众

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特别是食品、水

和婴幼儿奶粉。四公司即刻挑选组

成一支以党员为主的护送队伍，由

公司党委书记刘敬福带队，将救灾

物资运往重灾区宝兴县灵关镇。

“公司表示，作为央企驻川单

位，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安全运送此

批救援物资。”由于道路刚刚抢通，

进入宝兴县灵关镇的道路还处在交

通管制之中，能否办下通行证尤为

重要。省慈善总会表示，目前道路刚

刚抢通，山体还不稳定，余震不断，

滑坡等各类灾害时有发生，道路比

较危险。

经与省慈善总会多次协调，终

于在 23 日下午办理了四张通往灾
区一线———宝兴县灵关镇的通行

证。

按照灾区需要，23 日晚，满载着
米、面、油、饮用水，婴儿奶粉，肥皂、

洗衣粉，被褥、雨衣雨鞋等灾区急需

救援的三车物资全部装车待发。

为了避免交通堵塞，满载救援

物资的车队于 24 日凌晨 4 点半出
发了。途径芦山县到灵关镇之间的

道路时，山上时有石头滚落，车棚被

滚落的石块砸得砰砰响，路边不时

遇到被落石砸坏的车辆，但是为确

保灾民能够及时获取生活必需物

资，所有的车辆都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抢时间，赶路程，历时四个小

时，最终安全抵达灵关镇。

运送救援物资的车队及时将此

批紧缺物资交予当地政府，宝兴县

政协徐主席代表宝兴县人民政府、

灵关镇政府对中国交建的此次救援

行动表示深深的谢意。表示，镇政府

一定调配好用好救援物资，分发到

受灾群众手里。

抗震救灾、众志成城，中交集团

和雅安人民在一起。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陈欣媛

通讯员 肖东红

中国恒天：红十字救助基金向灾区捐款

中交集团：这一刻我们与灾区人民在一起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陈欣媛

通讯员 王士刚

中国铁建：
齐心合力助雅安
本报记者 丁国明张晨璐通讯员 刘渝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通讯员王琦

国投集团：
向灾区捐助 500万元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陈欣媛

特约通讯员温宝球

中国联通：疏送信息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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