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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强台风“海燕”凶猛来
袭，广西十万山华侨林场 2038户人家
没有一户因“海燕”而停电。这背后除

了得益于十万山作为天然屏障有效防

御台风外，更多的是得益于一对电工

亲兄弟平时对电力维护的辛勤付出。

这兄弟俩就是南方电网农电工

黄春强、黄春宁。哥俩从 1999年起便
担负起了林场的供电和维护工作，一

干就是 14年。2013年，兄弟俩同时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日前，记者随“走进一线工人”的

采访团走进十万山华侨林场，切身感

受南网兄弟平凡而伟大的事迹。

归侨爱国情坚定职业操守

黄氏兄弟的父亲黄荣昌是归难

侨的一分子。黄荣昌告诉记者他没有

后悔，“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

祖国给我们安家落户的，人要懂得报

恩。”黄荣昌说起这些仍然会眼眶湿

润，“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为林

场做些事，为乡亲们做些事，不能太

算计。”兄弟俩从小就这样被熏陶着。

兄弟俩长大后，周边的同龄青年大多

选择外出打工，而他们坚守十万山，

选择了南网为千家万户送光明。

“阿哥仔，今晚能通电吗？”黄春

宁永远记得，13年前，自己刚入行，一
次线路故障检查，一位背着孩子的妇

女，眼中对自己充满了期望。然而，他没

有能力进行抢修，只能上报等候处理。

那位大姐期待的眼神和心里的无奈，让

他刻骨铭心。从此黄春宁下定决心，“要

练好本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没有指导，一切都靠自学。为了

尽快弄懂设备的构造和原理，兄弟俩

把一些废旧设备拆开来研究。各种五

花八门的设备，凡是能够拆卸的，都

一遍遍拆卸，又重新组装。有些小发

明，有的还被其他单位学习借鉴。

“我觉得挺自豪。”黄春宁笑着

说，他和哥哥靠努力从“门外汉”变成

了合格的电工，现在不仅是电力设

备，就是乡亲们的摩托车、电饭锅坏

了，也时常送来给兄弟俩修理。

十万山林场居住着瑶、壮、汉等多

个民族,2500多户人家讲五六种地方
方言。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兄弟俩就

在工作中向乡亲们学习。他俩从小讲

的是客家话，现在不但能够流畅地讲

普通话，还学会了白话、壮话和瑶话。

不仅如此，林场总共有 373 个基
杆塔、34 台变压器、100 多公里低压
线路、2038户户表，所在的具体位置，
兄弟俩也烂熟于心。

现在，林场这里几乎所有的维护

抢修工作，兄弟俩都能独立完成，每

年还多次参与支援其他片区的抢修

工作。2010年，黄春宁被选派到广州
参加亚运会保供电工作，担任棒垒球

馆三楼东侧面积 400 多平方米的保
供电小组组长。两个月的亚运保电，

他负责的责任区没出现过一点纰漏。

2011年 8月，兄弟俩协助施工队
伍完成了广西电网公司十万山归侨

危旧房改造供电工程建设，彻底解决

了 17 个归侨生产队、505 户归侨的
“用电难”问题。

14年走过 16000公里

防城港市供电局党委书记何际

远告诉记者，从 1999 年起，黄春强、
黄春宁便开始承担起十万山华侨林

场电力线路的供电、维护、检修工作，

负责林场 2038户人家的抄表、收费，
维护 7 公里的 35 千伏线路、40 多公
里的 10千伏线路以及大量的 400伏
线路，共有 26个台区，常常一天要走
上近 10个小时。14年，兄弟俩走烂了
几十双鞋，报废了 4辆摩托车。

黄春强告诉记者，十万山是全国

三大雷暴雨高发区，一年 365天，雷
暴雨天数超过 110天。雷击线路容易
造成断线。而林场很多线路是“挂灯

笼”，一出故障，必须一段段爬杆巡

查，不像城里有自动化装置可以判断

故障点，几十公里的线路，有时要走

上四五个小时才能发现故障点。

“在这两兄弟之前，十万山片区也

有人做过电工，但没过多久就受不了

了。”防城供电公司总经理周山介绍说。

“这里那么辛苦、那么危险，想过

离开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兄弟俩坚

定地回答：“再苦，我们也要留在大

山。我们总觉得自己有义务为这片土

地做点事情。”

“知道是什么让我最快乐吗？”坐

在营业点外面的大树下，少言寡语的

黄春强说，“每次抢修，去时一片漆黑，

回来的路上，灯光就在我俩身后亮着，

这时候，我就感到无比的幸福。”

“如果青山可以开口，它会把这

对兄弟奉为自己的守护神。整整十四

载，隐忍寂寞，相伴清苦，行走山间，

排险抢修。千般难，比不上村民一抹

微笑；万般苦，消散在灯亮那一刹。”

这是第二届“感动南网”十大人物评

委会给予黄春强、黄春宁的颁奖辞。

兄弟俩的事迹也得到了中央领

导的关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

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

席王兆国说：归侨兄弟黄春强、黄春

宁为祖国建设作贡献是好榜样。

“南网归侨兄弟”14年的坚守

11月 11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相关决定，

确定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点，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主

体，必将成为改革中心任务之一。邮

政是联系千家万户的服务性国有企

业，服务是其最基本产品，如何通过

改革创新提升服务品质是邮政企业

全面升级的关键所在。11月 13日，记
者在安徽省邮政公司采访时发现，是

爱心铺就了安徽邮政的改革之路。

爱心：邮政企业之魂

邮政既联系千家万户，又是国家面

向普通百姓的一张脸。安徽邮政自

1998年独立运行后，虽然从政企合一
的大邮政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企业，但

“服务至上”的理念依然不改，即使在一

些偏远贫困地区，邮政依然在用爱心将

温暖送给最需要的人。他们在发展提升

自身的同时，用爱谱写了企业之魂。

邮路不断、爱心不断是安徽邮政

的庄严承诺，为更好地服务社会，安徽

邮政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在服务产品上

进行改革创新，先后打造了“爱心报

刊”、“爱心包裹”公益捐赠平台，通过

爱心产品号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

为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捐助报刊。发挥

邮政投递人员深入千家万户的渠道资

源，在全省投递窗口创建条条“爱心邮

路”。如今已铺就了 170条“爱心邮
路”，为 170名孤寡老人、残疾人、留守
儿童等常年提供爱心帮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安徽省邮

政公司所属的合肥邮政局三孝口女

子投递站投递员仰理慧，自进人邮政

系统 22年以来，每天都是第一个来
到站里，这位多年被评为优秀投递员

的企业一线楷模，在分发完报刊邮件

后，还要看望几位老人，这也是具有

“全国工人先锋号先进集体”称号的

22 名女子投递员们所创建“爱心邮
路”的必修课。

爱心还体现在关爱员工及其家

人上，今年高考结束后，安徽省邮政

公司开始着手收集在职员工家庭及

子女情况，为开展员工子女就学资助

活动建立翔实的基础资料，部分单位

还加大对困难员工、劳务员工子女考

入大学的资助力度，力争不让一名员

工子女因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

在关爱员工子女的同时，安徽省

邮政还将员工父母冷暖时刻牵挂心

中，爱心帮扶无收入来源员工父母，

为高龄无收入员工父母发放补助。据

统计，截至目前，全省邮政共有 1229
人次享受高龄无收入员工父母补助，

发放补助款达 25万余元。企业的种
种关爱行动，在为员工创造出良好的

工作、生活环境的同时，更是赢得了

员工家人的赞许与认可，大大增强了

企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创新：注入发展活力

在合肥市四牌楼邮政大楼的一楼营

业厅“幸福邮局”专柜前，记者看到一群

年轻人围在那里，他们被邮局的一些创

新产品所吸引，什么“好老婆证书”、“结

婚周年证书”、“订婚证书”等围绕婚庆

纪念的邮品无不让人爱不释手。

正在当班的一位员工介绍说，安

徽邮政虽然是一个服务型企业，可创

新元素无处不在。从“爱心报刊”、“爱

心包裹”到“爱心邮路”以及“幸福邮

局”、“名人名信片”等一系列产品和

业务的改革创新，为安徽邮政注入了

新的活力。

为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安徽省邮

政总公司将“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

合，多次邀请同行与专家学者到安徽

“传经送宝”；组织全省邮政高级管理人

员赴兄弟省（区、市）邮政公司“取经”。

在拓宽传统邮政业务发展领域

上，安徽各地“主题邮局”应运而生。

在素有“中国情人谷”之称的黄山翡

翠谷风景区，“爱情邮局”率先诞生；

随后，在被誉为“中国最幸福城市”的

合肥，“幸福邮局”揭开面纱；中国佛

教圣地九华山“祈福邮局”、有“将军

县”之称的革命老区金寨县“红军邮

局”也陆续登台亮相。这些主题邮局

围绕特色开展业务，将邮文化与历史

文化、旅游文化、现代文化相结合，如

一颗颗明珠闪耀江淮大地。

合肥市邮政局局长吴斌说，邮政企

业是服务性企业，邮政的最大产品就是

服务，只有把服务这个最基本的产品做

好了，邮政企业的生命才能基业长青。

转型：金融升级再造

在合肥市四牌楼邮政大楼的二楼

营业厅，记者发现一位当班员工正在

向消费者演示能坐在家里就可以处理

日常财务的金融终端。这一终端与邮

政银行卡配合使用，就能足不出户购

物消费。这也是安徽邮政金融业务的

改革创新，全面转型的实例之一。

今年 4月，安徽省邮政公司全面
启动代理金融转型发展工作，组建了

省、市两级转型督导团队，先后在省

邮政培训中心开展两期培训，推进观

念、经营、网点等全面转型，分步实

施，年内打造 100个省级转型示范网
点。

实施转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规

范的服务营销模式。通过实施硬件、

人员、流程、制度、工具、方法等方面

的全流程导入，全省邮政处在转型前

两批的共 30个网点均已建立和完善
网点服务营销体系、用户经营维护体

系和网点精细化管理体系。作为第一

批转型示范网点之一的合肥市王大

郢邮政支局，网点划分了现金区、低

柜理财区、VIP区、等候区；员工们分
工明确、协作有序，对用户实施精细

化、差异化维护。“大至一句话，小到

一个眼神，我们要学着揣摩用户的心

理，知道他们真正需求什么，才能进

行产品推介。”这是员工们思想上的

最大转变。

固化成型才能实现质的飞跃，转

型实施两个多月来，合肥邮政局王大

郢支局优质用户数量迅速增加，存款

结构也更加优化，在全省转型示范网

点积分排名中名列前茅。30个正在开
展转型的示范网点 7 月份累计新增
金融总资产 9027 万元，环比增加
3518万元，点均新增金融总资产 301
万元，环比增长 38.98%。

安徽省邮政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渠道为王的今天，把控渠道就

意味着占领了市场。对于具有点多面

广的渠道优势的邮政企业来说，如果

仅单纯地经营产品，局限在业务受理

和产品交易层面上，可谓大材小用。若

通过企业信息化的推进，整合资源搭

建起综合性服务平台，则会为企业转

型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安徽省邮政

公司正在积极融合互联网经济，将平

台建设向纵深推进，拓宽邮政业务营

销渠道，打造了邮乐网安徽省专区，在

六安、宣城等局试点开设天猫商城专

营店，一步步向信息化转型。

郭二庄矿工会加强班组管理确保岁末安全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矿工会以“促进管理提升、建设

五型邯矿”主题实践教育为抓手，坚持把对职工的安全教育放

在首位，弹好班组管理“安全三步曲”，把牢安全生产的首道关

口。第一步曲：安全点评。由带班队长或班组长分别认真总结

上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点评，并拿出整改措施，确保质

量标准化实现动态达标；第二步曲：组织学习。基层生产区队

技术员充分利用班前会的时间组织职工认真学习《煤矿安全

规程》、“十必须十不准”、“七条红线”以及岗位作业规程，加深

安全生产认识。第三步曲：安全宣誓。当班值班队长统一带领

进行安全宣誓，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

念，从思想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 （刘俊平）

邯矿集团云驾岭党支部充分发挥堡垒作用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云驾岭社区党支部围绕矿安全生产和

后勤服务工作，积极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他们利用班

组例会、员工培训日等，强行灌输服务理念，强化培训服务操作

技能，落实服务考核标准。结合服务行业的实际，倡导“服务于生

产、服务于员工”的理念。为确保员工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行得

安心，他们常年在员工中开展“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请坐、一

杯热茶请喝、一句话暖心窝”的“四个一”活动；在员工公寓开展

了“微笑服务”活动，使员工有了家的感觉，使员工零距离享受到

了“吃、住、行”一条龙服务带来的便利。 （乔生果）

邯矿集团陶一矿工会为困难职工排忧解难

邯矿集团陶一矿工会进一步完善了特困职工帮扶机制，

取得良好效果。该矿工会对特困职工生活状况和特困职工档

案管理进行深入摸底和全面复查，切实做到特困职工家庭状

况清、实际收入清、解困需求清、生活变化清、思想动态清。矿

工会对各基层工会排查摸底情况以及日常掌握的情况核对走

访，做到不漏报、不错报,准确无误；要求全矿中层领导班子成
员对自己承包对象及时走访了解，记录在案，反馈到各基层工

会。对排查出重大疾病的职工和困难职工人员名单，及时反馈

到上级部门，做到一户不丢、一人不落。 （王涛）

开滦蔚州公司崔家寨矿深挖潜力增效益

开滦蔚州公司崔家寨矿今年前十个月，通过降成本实现

增效累计达 3400多万元。该矿明确提出能内部修理的绝不委
托外修，通过完善修旧利废激励机制、拓展修旧利废项目、整合

修理场所等措施，实现修旧利废工作多样化。细化材料费管理，

在井上井下分别建立回收站，开展“上井不空手”和井上下“淘

宝”等活动，提高废旧材料的回收复用率，截至 10月底，节省材
料费、修理费共计 1700多万元。同时，围绕降成本增效益，在
全员范围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五小”

技术攻关、“金点子”征集等创新提效活动，已实施各类创新项

目 87个。 （徐轶倩）

邯矿集团聚隆公司党员争做岗位排头兵

今年以来，冀中能源邯矿集团聚隆公司党委 1—11月份开
展义务奉献工程以来，党员干部义务献工时 1350个，为公司创
效 300余万元。该公司在生产一线每一个班组内配备了党员，注
重发挥党员在生产建设中的一面旗作用，积极打造政治素质过

硬、业务精、作风正、讲奉献的党员干部队伍。同时，在工作中以

多出煤，多进尺，“在岗一分钟、安全六十秒”为实际行动，在生产

建设中争当排头兵。采煤队党支部自今年 6月份成立以来，利用
业余时间组织党员回收旧网片、旧托盘、抢修减速器、液压泵，义

务献工时 125个，为公司节约资金 12万元。 （白发水）

开滦荆各庄矿“四个转移”深挖资源潜能

开滦荆各庄矿积极实施劳动用工“四个转移”，截至目前，

公司员工储量挖潜工效逐年提高 5%以上，对外创收效益连续
三年增长 20%以上。推进地面单位岗位向辅助单位岗位转移。
重新进行机关岗位分析，精简地面用工 203个，实现了资源的
优化配置；推进辅助单位岗位向生产一线岗位转移。统筹分析

基层单位工作运行状况，年节约电费和工资 280余万元；推进
女工岗位向男工岗位转移。打破多年来传统的用人常规，成功

替换 28个男员工岗位，实现了岗位增值创效；推进本部用工
岗位向外埠创收岗位转移。紧密结合公司本部储量减少的实

际，积极选派骨干力量充实到对外创收队伍中。 （李文忠）

显德汪矿打造矿区“幸福大本营”

近年来，冀中股份显德汪矿全力践行“企业发展惠及职工”的

理念不动摇，着力改善民生，大力推进矿区精神文明建设，全力打

造矿区“幸福大本营”。该矿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在已停业的

三产空地上建设第四生活区，建成后可满足 408户职工住房需
要。目前，已有 288户职工拿到了棚户区改造工程新房的钥匙。该
矿还大力改善矿区居住环境，加大绿化美化力度。截至目前，绿化

面积 12.5万平方米，大型乔木 2378棵，并先后获得了“节能先进
单位”、“中华环境友好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郑扬）

中铁二局二公司为农民工定制服务手册

11月 11日，中铁二局二公司渝万铁路项目向所属协作队
伍发放了《农民工服务手册》。这本《农民工服务手册》是二公司

渝万项目部着眼农民工工地生活，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历时两

个月编制而成。其内容主要包括：“致全体农民工朋友的一封

信”、“农民工进退场手续办理程序”、“权益维护篇”、“义务履行

篇”、“农民工党员管理”、“农民工工会会员管理”、“生活小贴

士”、“您需要的常用电话”等十个板块，7300余字，配图 50余
幅；内容通俗易懂、方便实用、针对性强，涉及农民工各个方面

的切身利益，成为了他们的良师益友。 （蔡坤王洪涛）

安徽邮政用爱心铺就改革路
本报记者 吴明 张晓梅张骅

本报记者 丁国明

幸福邮局柜台前挤满了年轻人

南方电网农电工黄春强、黄春宁正在进行供电维护。

11月 11日台风“海燕”袭击广西十万山林场，2038户人家、3900多名归侨侨眷用电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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