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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红彬 沈德虎）8 月 15
日，历时 550 天，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左岸地下
电站电缆出线竖井全部开挖支护完成。
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地下电站共布置 2 条
电缆出线竖井，
每条竖井分上、下两段，
上、下
段高度分别为 127 米、286.1 米，井身开挖直
径 13 米，承建单位为水电七局，监理单位为
三峡发展公司。
左岸出线竖井开挖时首先采用大型反井
钻机一次形成 3.5 米直径溜渣井，再严格按
照开挖一循环、支护一循环的施工程序从上
至下进行全断面扩挖。其中，
竖井上、下段井
身开挖时分别采用起吊能力强、安全性能好、
作业效率高的大型龙门吊和矿山绞车作为垂
←图为白鹤滩水电站工
程左岸地下电站电缆出线竖
井开挖支护形象 。
本报通讯员 孙会想 摄

直提升设备，
配合安全吊笼吊运作业人员、钢
筋龙骨吊盘形成井底作业平台。在左岸出线
竖井施工时，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地下厂房项
目部组织参建各方提前研究施工风险、制定
应对措施，
成立四方质量联合管控小组、动态
调整开挖支护参数，建立定期下井检查和快
速反应机制，
编制关键工序明白卡，
总结和固
化工艺工法。通过以上多种措施，有效地保
证了左岸出线竖井开挖支护安全、高效、保质
保量完成。
一项工程 的 开展是集体智慧的体现 ，
对于白鹤滩水电站这种巨型工程的建设，
更是离不开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以及
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左岸出线竖井的开
挖支护工作顺利完工
正是三者的集中体现，
更 是 对 打 造“ 水 电 典
范 ，传 世 精 品 ”这 一 口
号的最好践行。

三峡集团湖北能源鄂州发电公司
召开三期工程建设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吴平）8 月 22 日，三峡
集团湖北能源鄂州发电公司组织召开三期
工程建设推进会。三峡集团总经理助理，
湖北能源董事长、党委书记肖宏江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上，各参建单位项目部代表先后发
言，分别就三期工程建设当前存在的问题
与困难进行汇报，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

议。项目总包单位、施工主管单位表示将
克服一切困难，抢抓机遇，组织协调各方，
脚踏实地搞好建设，
确保资金、人力和物资
“三到位”，
全力以赴推进三期工程建设，
努
力将鄂州三期工程建成品牌形象工程。
会议指出，
在国家开展新一轮电力体制
改革和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
势下，
鄂州电厂三期工程对于三峡集团和湖

北能源至关重要。当前，
三期工程已进入建
设高峰期，
各项工作的协调难度逐步增大，
项目参建各方务必要顾全大局，
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力争
实现年底机组具备投产发电的条件。
会议强调，全力以赴搞好鄂州三期工
程建设，是项目参建各方不可推卸的共同
目标和责任。三期工程主要参建方均为国

有企业，在电力行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良
好的口碑，
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国企的优势，
讲政治、顾大局，
勇于担当、敢于负责，
不断
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为鄂州三期工程建设
作出应有的贡献。
湖北能源公司、鄂州发电公司相关负
责人，鄂州三期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相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望开满，水电四局白鹤滩施工局民工队队长。这位来自宜昌乐天溪
的三峡移民汉子，带着一百多名宜昌人日夜奋战在大坝浇筑现场。

参与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浇筑的民技工正在整理混
凝土冷却管线

白鹤滩水电站工地上的民技工
民技工为保证工程建设进度，就在施工现场指定
位置解决午餐。

日前，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已经进入了如火如荼的主体
工程全面建设阶段，洞室开挖、大坝浇筑……各类工程建
设项目紧张有序进行中。在众多的建设者身影中，民技工
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他们用最辛勤、最实在的劳动，走

在工程建设的最前线，用双手“托举”着大坝渐渐长高。日
前，记者走进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工地，用镜头记录着这些
民技工真实的一面。
本报记者 孙荣刚 摄影报道

江苏响水与德国稳达项目
对标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地下电站
电缆出线竖井开挖支护完成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漆 召 兵）
2016 年,三峡集团成功收购德国
梅尔稳达海上风电项目 80%股
权，成为国内首家控股境外已投
运海上风电项目的企业。德国
是全球领先的海上风电市场之
一，风资源条件较好，装备制造
水平较高，为进一步学习、吸收
欧洲的海上风电开发技术经验，
加速国内海上风电开发体系建
设和标准规范制定，集团公司决
定就相关技术开展对标学习。
2017 年 2 月，三峡集团成立
了江苏响水和德国稳达项目对
标工作组，紧紧围绕技术体系、
建设管理、运行维护各阶段的方
案、指标对海上风电前期、建设
期、运营期开展全面对标。
对标小组坚持每月召开电
视电话会议，适时开展集中对标
交流会，确保进度总体可控。先
后开展了方案编制、评审，确定
对标体系，收集整理资料、翻译，
整理成册，报告编写和修订等工
作。
期间，工作小组克服了德方
技术人员流动大、外文资料翻译
等困难。经多方共同努力，于 8
月中旬形成第三版对标报告，对标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即将进入报告评审的关键阶段。
对标工作拉开了两个项目持续交流和沟通的序
幕，双方后续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维护动态对标，实现
各项指标的全面提升。为集团公司海上风电开发探
索出一条高效、实用、安全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尽快
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海上风电行业的引领者。

三峡集团中水电公司参加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
本报讯（通讯员 黄晨）近日，第十一届中国-拉
美企业家高峰会玻利维亚地区推介会在圣克鲁斯由
乌拉圭驻玻利维亚大使馆主持召开，中国驻圣克鲁
斯总领事馆欧箭虹总领事、乌拉圭 21 世纪投资贸易
委员会会长与会致辞，三峡集团中水电玻利维亚分
公司等优秀企业受邀参会。
会上，欧箭虹总领事对中资企业在玻利维亚地
区发展中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并鼓励地区内中资
企业积极参与企业家高峰会，
开拓当地市场，
提高中
资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力。乌拉圭 21 世纪投资贸易
委员会会长介绍了乌拉圭国家基本情况，并邀请优
秀中资企业参加 2017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在乌
拉圭举行的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欢迎进入乌
拉圭市场开展业务。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简称中拉企业家高峰
会，China-LAC Business Summit)是中国首个旨
在促进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贸合作的机制性平
台，于 2007 年 11 月由中国贸促会倡导建立，并被写
入 2008 年 11 月发布的《中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政策文件》。

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展
塞内加尔 AMT 高速公路
项目首次贷后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陈杨）近日，中国进出口银行西
非代表处塞内加尔工作组一行莅临三峡集团中水
电对外公司塞内加尔 AMT 高速公路项目，开展首
次贷后检查工作。
工作组对项目目前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
表示，项目高效推进充分体现了中水电公司的实
力与实施国际工程的专业性，中水电过硬的项目
管理能力，以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所展现的国际
企业良好形象，促使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于未来合
作更具信心。
项目部对口行在项目融资、放款以及协助解决
困难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承诺将再接再厉，确
保项目如期、保质完成并顺利移交。

真情服务 ，我 们这样做
大三峡国旅资源销售中心用心服务旅客纪实
□本报通讯员 吴昊 摄影报道

大三峡国旅资源销售中心肩负着三峡
大坝旅游区游客换乘车票和公司其他资源
销售的重任，是三峡大坝旅游的门户，对外
服务的重要窗口。外地游客到三峡大坝旅
游，接触的第一位三峡旅游人就是他们，如
何做好游客的服务工作，让游客感受到三峡
旅游人的热情，是他们的不懈追求。什么服
务是好的服务呢？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
相同，但资源销售中心全体员工有自己的答
案，那就是用心服务就是好服务。大三峡国
旅资源销售中心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一整套
服务规范，从仪容仪表、接待用语到现场操
作都严格按服务规范执行，但仅仅按照规范
去服务游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用热情和真
心付出，赢得游客的赞誉。

党员带头人人争先
部门始终坚持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今
年 5 月，三角地接待站工作人员龚红映、胡亚
莉在停车场拾到一个钱包，发现内有两千多

元现金和多张证件，她们通过查看监控迅速
找到带团导游，并将钱包及时归还到游客手
中，面对失而复得的钱包，游客万分感激。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帮游客找回遗失物了，部
门自接手各接待站点售票工作以来，涌现了
很多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仅今
年已经拾到并归还游客手机、IPad、钱包等
物品十多件，
现金 1 万余元。

员工争做
“活雷锋”
“学雷锋志愿服务，创标杆接待窗口”是
员工们的服务宗旨。今年三角地接待站保
安在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停
在接待站大门附近公路上，经询问得知该车
辆右后轮爆胎，为避免该车辆与游客车辆发
生碰撞，部门组织员工一起将车辆推入三角
地接待站内停放。当看到对方是一名女司
机，没有任何换胎经验束手无策时，员工们
一起动手帮助换胎。女司机看着大家顶着
烈日换胎，手也脏了，衣服也汗湿了，主动表
示给大家买水以示感谢，大家很有默契地微
笑着摇摇手说：
“小事一桩，顺手的事。”女司
机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是游客，没想到你们
还会跑来给我帮忙，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不是遇到你们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耐心服务化解误会
去年夏天，一行 6 位游客气冲冲来到售
票窗口，大声指责工作人员付款后没有给他
们换乘车票，态度十分恶劣，工作人员一面
安抚客人情绪，一面迅速查看监控视频，经
查，售票人员已出票。误会消除后，部门领
班阮卫东看到游客游兴全无，便主动提出陪
游客到停车场寻找，几经周转，终于在游客
车里找到了门票，游客连连感谢并为自己的
鲁莽行为道歉。

用心付出架起满意之桥
资源销售中心的工作一方面是要为公司
市场部的专列、
学生、
老年人等特价团队游客
接待服务，
另一方面是要为公司财务把关，
履
行对特价团队监督审核工作。由于在工作的
过程中严格检查相关批件，逐一核对游客身
份证信息，
导致了游客等待时间变长，
容易造
成游客和旅行社投诉，但如果放松监管势必
会出现漏洞让公司财务蒙受损失。为了在监
管和服务之间找到最好的结合点，部门主动
与财务部、市场部沟通多次，理清接待流程，
简化中间不必要的环节。领班彭娅蔚、胡海
燕为了提高接待效率，每天提前与对方导游

联系核对团队信息，让导游提前
收集好游客身份证，尽最大可能
缩短游客等待时间。正是这样
的工作细节，在服务与监管之间
架起一座满意之桥。

乐于奉献坚守岗位
大三峡国旅资源销售中心工作人员耐心为游客提供咨询
节假日往往是游客旅游高
峰，越是节假日越是忙碌，每逢
五一、十一等法定节假日，部门员工都会主
演练等活动。每次部门员工参加公司组织
动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奋战在工作一
的培训，都会在月例会上进行课程心得分
线。由于高强度、大负荷的连续工作，导致
享。为鼓励和激励员工工作热情，部门策划
很多员工节假日结束就病倒了，然而大家从
了“服务之星”、
“ 销售之星”评选活动，每季
没有一句怨言。领班张国银在下班途中脚
度推选部门之星，促进员工提高服务技巧和
部骨折，当时正值 7、8 月暑期游客接待高
销售技能，在部门内部形成“比、学、赶、帮、
峰，她主动放弃休息，连续多日带伤坚持在
超”的竞争学习氛围。
工作一线。
其实上面列举的那些小事，并不是什么
了不得的大事，只是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同
培训学习常抓不懈
时，多一点用心，多一点耐心，多一点付出。
资源销售中心十分重视员工的培训工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让资源销售
作，始终认为专业的业务技能也是服务的重
中心获得了游客的赞誉，领导的认可，部门
要环节。部门利用每个月工作例会的机会，
连续两年荣获旅游公司“红旗班组”称号。
将工作例会变成培训会、交流会、分享会。
新时期旅游公司提出了标杆旅游目标，他们
在每次的工作例会上，部门会安排新产品培
也将积极向标杆接待窗口看齐，在公司领导
训、优秀员工经验分享、现场销售服务模拟
的带领下做出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