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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行协•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书写党员担当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的城市按下了暂停键。一

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考验着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湖北省通信

行业协会党支部在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党员及全体员工跟随通信保障

大军，扛起使命，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在协会领导及支部书记的

带领下，党员先行做表率，发挥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作用，定格出同

心合力抗击疫情的画面，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不忘初心，用责任和担当

书写了牢记使命。 

守土尽责，筑起抗击疫情坚强堡垒——协会党支部。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打响后，支部班子所有人以身作则，主动靠前，全都是在家开

启办公模式最早的人。疫情期间关注会员单位，以不同的方式保持联

系，了解会员单位的困难和疫情防控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将中国通

信企业协会、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以及民政厅等部门对疫情防控的要求

和协会的具体工作及时对接起来，根据协会的职责和疫情的要求做出

工作调整和部署，通过视频会议布置和督促抗击疫情及助力通信行业

复工复产有关工作。尤其是支部负责人、秘书长蔡念勤同志，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全身心投入抗击疫情工作中，既当指

挥员又当战斗员，保证协会在抗疫战斗中不掉队，不缺位。 

特殊时期，党支部时刻关心员工健康状况，经常提醒大家做好自

身防范，对生病员工进行慰问。此外，组织党员积极捐款和下沉社区

开展服务。 

坚持工作不间断，宣传抗疫正能量——支部委员李绍熙。在家开

http://www.baidu.com/link?url=QgYYxofCcP53p5pn-_HEQIqYSCSIxg6ZXv43ptgilvTBGXJr3pQKU5JqR3B5sGjUra-23yzETt9tuy4MWN1qB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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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办公模式最早的人员之一，从正

月初三到现在每天办公不间断。按

照协会领导的要求，收集湖北通信

行业奋战在疫情防控保障通信一

线员工的正能量和会员单位‚战

疫‛先进事迹，开辟《奋战在‘抗

疫’一线湖北通信人》专题简报，

利用协会网站同时进行传播。到目前为止，《专题简报》已编发近 60

期，编辑报道了 200多篇图文并茂的讯息。疫情期间的宣传报道工作，

得到了协会领导的肯定。《专题简报》的持续发布，不仅凝聚了会员

单位疫情防控保障通信战斗中的正能量，也鼓舞和激励奋战在一线员

工的士气和斗志，得到了广泛关注，在会员单位产生了积极和正面的

影响。 

封城封路不封心，服务用户不打烊——支部委员杜世敏，电信用

户申诉受理中心副主任。2月 3日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和维权办公室

同时复工后，带领工作人员克服困难，坚守岗位。特别是家父不幸病

故，自己有病在身的情况下，抱病主持工作。在封城以后，用户的情

绪反应更加激烈，她组织员工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和模式，对用户进行

疏通和安慰，妥善处理用户申诉问题，做好维权工作。特殊时期，为

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共产党员祝江，服务能力评价中心副主

任。根据疫情情况和协会领导交办的工作，结合自己的本职，主动向

会员单位推送行业信息通信工程建设、新技术新业务定期线上培训讯

http://www.baidu.com/link?url=EnQYz07f1cfpXYCdmE3QXF-OnIr5HexZprrzEZjL-hm4QektYElp9u8mAu48XV176Uh1KkM2sFMbQ88F6wxp97Yy1XMrFgr-Ok2avMux3iftg4-l0hEW3U_UQPYJXb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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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内容，启动线上免费培训。在企业逐步复工复产过程中，主动作为，

收集国家和业务相关部门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向会员单位推送和

进行宣传解读，主动与有关法律事务部联系，向会员单位提供法律支

持，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开展支撑服务做了一定的工作。 

年轻的共产党员章锐涵同志，疫情期间正在休产假，但她主动请

缨，参加协会的相关活动，积极捐款，为疫情防控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抗击疫情，协会每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党员表率作用的带动和

影响下，协会主管佘建春和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侯海同志，根据协会

安排，为帮助会员单位做好复工复产防护工作，想尽各种办法联系货

源筹集口罩，主动联系会员单位了解复工复产情况，自己搬运捐赠给

会员单位。在武汉交通全部阻

断的情况下，多次从家骑单车

往返几个小时到指定点验收和

发放物品。佘建春同志响应协

会号召，充当志愿者帮助小区

住户采摘新鲜蔬菜、运输并发

放到居民手中。 

党员先行做表率，众志成城齐抗疫。湖北省通信行业协会一班人，

扛起使命，担当尽责，共克时艰，砥砺前行。特殊时期心系会员，弘

扬正能量，共同战疫情，助力全省通信行业复工复产，与会员单位站

在一起支撑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重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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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联通•下沉社区 志愿者冲锋陷阵阻击疫情 

党旗在社区高高飘扬，堡垒在一线扎实筑起。疫情发生后，湖北

联通党委第一时间统筹党员下沉社区防控，强化政治担当，统一指挥

调度，联通上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对接社区、村

组，第一时间奔赴战场。截止目前，湖北联通已有 1115名志愿者下沉

到 244 个社区，服务了 8 万多个家庭，还有 123 位驻村扶贫干部参与

81个防疫村，服务村户 2000多家。 

携手共筑平安，联通志愿服务队下沉社区网格开展联防。湖北联

通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数十支工作队。各党员服务队队员、党员志愿

者通过小区共建共管联防、参与当地社区组织等方式有序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协助开展包括防疫宣传、物资运送、困难救助、心理疏导等

工作。 

在武汉，省联通和武汉联通党员

干部深入东立国际、滨江苑、古德寺、

黄家墩、丽水等社区，负责防疫宣传、

排查监测、值班值守、消毒杀菌、代

买代购、志愿服务、督导检查等各项

工作。‚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想为英

雄的城市做一点事！‛联通志愿者如

是说。在仙桃，江汉联通组织了 100 余人的志愿者团队，前往仙桃市

干河街道高家渡社区、满庭春社区、好义街社区、船厂社区、观音堂

社区、复州花园社区、小南社区等进行值守。在宜昌，联通党员服务

队协助当地政府包片开展疫情入户排查，疫情防护知识上门宣传，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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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小区网格员做好返乡人员的沟通及

信息反馈等。在黄冈，联通党员志愿者

团队重点协助‚黄冈小汤山医院‛大别

山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男士搬运安装病

床，女士打扫卫生，短短 48 小时医院

即可投入使用。在恩施，联通突击队员

为恩施州航空路军分区招待所隔离观察治疗区火速完成互联网专线布

设开通工作。 

突击队队员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在防疫一线执勤、服务，没有

豪言壮语、没有推诿抱怨，有的只是一份坚守、一份责任和齐心协力

筑起的那道抗‚疫‛防线。 

切实坚守岗位，湖北联通驻村干部冲锋陷阵防疫情、促春耕。自

大年初一起，湖北联通派驻各市州分公司的驻村扶贫干部 120 多人坚

守工作岗位，全力协助各村政府开展疫情防控。他们不遗余力宣传防

疫知识，加强重点对象管控，做好党群服务中心和村级路口值班值守：

对外来和外出人员进行双向劝返，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切实筑牢疫情

防控防线。他们热心帮助贫困户将上万斤滞销的白菜、草莓销售一空，

为村民送种子、肥料、鱼苗，千方百计让村民不因疫情耽误春耕。 

连日来，湖北疫情得到了较好控制，大家坚信：疫情终将过去，

我们一定能赢！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湖北联通始终与广大人民同

心同行，共克时艰，共渡难关。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

天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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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最美战疫者 抗疫巾帼英雄们 

在全国抗击疫情的这段时间里，有太多充满力量的‚铿锵玫瑰‛涌

现了出来。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她们在用自己的方式逆风而行，

她们是新时代的巾帼英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电信‚最美抗疫女

神‛的故事吧！ 

天津河西分公司客户经理娄萍：大年三

十，晚上九点。娄萍接到来自天津海事局的电

话，请她晚上 9点半到现场参加海事局防疫抗

疫部署会。接到参会通知后，娄萍在除夕夜里

直奔会议现场。 

初一到初四，娄萍每天都和海事局充分沟通，针对需求进行融合

匹配，制定详细的、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初五娄萍为海事局开通天

翼云会议账号，建立起海事局全市分支机构线上远程会议的网络布局。

初九娄萍和她的‚徒弟‛郑宇磊再次来到海事局，定制智能红外人体

体温监控系统方案，经过和同事们全力奋战、加班加点，很快就安装

好设备并完成调试工作。该系统在天津海事局办公大楼复工前已先行

开通使用，下一步将在海事局全市的各个下属机关全面推开。 

山西颐高营业厅店芦燕：2 月 14 日，芦

燕的客户邹师傅微信因密码太简单多次被他

人登录、爱人手机卡出现只能打电话不能上

网的问题，非常着急。 

芦燕在微信中对邹师傅进行辅导，但最

终未设置成功，而此时颐高营业厅还在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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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得知店长芦燕 2月 15日在迎宾苑营业厅值班，邹师傅和爱人早

早到了营业厅，进厅后辅助设置了微信密码。 

辽宁大连金州分公司营业员许昕:2月2日

是怀孕 36周的准妈妈许昕产前最后一天上

班。疫情防控期间，她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

下，依然坚持按时上下班，认真负责的为用户

提供业务咨询及办理。每天结束营业后，她都

要留下，清点 UIM卡、光猫等物资，核对报表，

把手里的工作做完。 

回家待产期间，她仍坚持在微信群内轮岗负责用户问题解答及业

务办理，她耐心详细的介绍得到了很多用户的好评。她说：正是因为

特殊时期，才一定要和同事们战斗在一起，她一定会保护好自己和即

将到来的新生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战胜疫情。3月 2日，许昕顺利

生下宝宝，母女平安！ 

甘肃兰州分公司政企客户部经理李瑛:任职 12年兢兢业业，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李瑛同志快速响应客户紧急提出的各类通信建设和

保障需求，紧急成立了疫情防控通信攻坚突击队，并明确分工、靠实

责任，率领团队赶赴现场。高质量完成了甘肃省卫健委视频会议保障、

市卫健委疫情联防联控指挥调度平台项目、省医

行政楼紧急搬迁、省医西院区视频会议系统联

调、兰大一院西站园区基础网络及 WiFi 建设等

重点工作。她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全力做

好抗疫通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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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下野地分公司 134 支局长刘艳：疫情

期间，她不畏风险，相继四进隔离区做通信

保障。2 月 14 日带领支局员工一进集中隔离

点开通 35间宽带、网络电视；2月 24日二进

134团隔离点安装 40间房的宽带、网络电视；

3 月 1 日三进 134 团隔离点安装 55 间房的宽

带、网络电视；3月 2日带领客户服务工程师四进隔离点，在凌晨 2点

完成 45个天翼看家摄像头的安装和调试工作。除此之外，她还主动请

缨加入到社区抗‚疫‛工作队伍中，运用天翼云会议系统、翼填报、

翼呼百应等多种信息化手段助力团场疫情防控工作。 

青海公司云会议产品经理杨晓慧:在青海省人民政府启动了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时，她已第一时间将

云会议的相关内容和关键点及宣传图册传达

给了各市州分公司一线员工，及时负责起全省

产品开户、培训、及售后服务等工作。疫情期

间，她一天平均要收到 80 个左右的企业云会

议开通单，登录后端平台要 100多次。面对刚

满 1 岁的宝宝，她常常一边抱着睡眼朦胧的孩子，一边处理着全省的

紧急开户需求，有时一抱就是好几个小时，不敢放下，生怕孩子醒来

闹腾。她说：‚克服种种困难，不耽误一点儿工作。‛ 

以上的战疫玫瑰们只是中国电信众多战疫者的代表，还有无数默

默无闻的同事们在一线或后端为国家通信网的畅通运营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保障作出不懈的努力。 



 

9 

河北移动•“战疫”“扶贫”两不误 积极 

助力农民稳产增收 

受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农产品流通受到限制，这给脱

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为此，河北移动积极有序开展帮扶工

作，帮助农户解决疫情期间人手紧缺、产品滞销、春耕备耕等问题，

助力实现农民百姓的稳产增收。 

送服务助滞销农户渡难关 

种植食用菌是保定涞水县许多农户选择的致富途径，近年来，涞

水县高度重视食用菌产业发展，陆续建成了 20多个食用菌生产销售基

地，在扶贫脱贫及农民科普培训等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地

日产上万斤的各类食用菌面临

卖不掉、运不出、价格低等困难，

销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

为帮助解决食用菌企业销售难

题，河北保定移动涞水分公司积

极组织 3 支服务小分队定期走访产业园以及各生产销售基地，一方面

线上线下各渠道发布供货信息，另一方面手把手引导农户使用手机开

通线上直播、查询市场行情，助力菌农渡过难关。 

抢农时保春耕生产不断档 

眼下，春耕备耕进入了关键时节。在衡水枣强县王均乡刘进伯村，

河北衡水移动枣强分公司的驻村工作队员正忙着帮助贫困户订购农

资、检修农机具、为冬小麦施肥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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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队员主动帮我们浇地，

真是解了我的大难题‛。村里小吴

的爱人因疫情管控外出打工一直

未能回家，眼看大家都在为小麦浇

水，正在发愁自己顾不过来。扶贫

工作队在前期排查中了解到小吴

家的困难，主动为她提供帮助，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油路没问题，

这儿装个螺丝就行‛、‚这个部件老化了，需要换一个‛，春耕时节，

扶贫队员们摇身变成了农机具维修的行家里手，免费为村里的农机具

更换零件、维修、加机油等，深受村民的好评。 

急农户所急，想农户所想。后续，河北移动将继续履责担当，帮

助农户解决遇到的种种难题，为‚战疫‛‚扶贫‛增添正能量。 

 

山西太原联通•完成防境外输入隔离宾馆 

网络安装 

当前，防止境外疫情输入成为决战完胜防疫战役的重中之重。山

西自觉担起了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北京的重大政治责任。3月 26日下午，

太原联通郝庄驻地网接到市政府

防疫办公室紧急任务：为加强回国

人员在太原机场降落后的疫情控

制，需要连夜为隔离宾馆中城宾馆

安装网络，用于服务和管理入境隔

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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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任务后，郝庄驻地网服务中

心在党员齐建东、李文杰带领下，逆

行上阵，于晚上 18:30 火速抵达中城

宾馆，展开网络施工调试施工。面对

归国隔离人员，都可能是潜在的病毒

隐患，大家在心中也有一丝畏惧，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全副武装一

番后，迅速投入工作。不能喝水吃东西上厕所，身着的防护服体温近

40 度，一会就汗流浃背，大家都在想，坚持，坚持，保证按时保质完

成任务。直到凌晨 2:30，70个房间全部装通。 

3 月 27 日，宾馆通知又一批回国人员将到达，齐建东团队毫不犹

疑，不顾疲劳，带领团队再次为宾馆 27个房间安装网络。这是来自普

通逆行者的行动，保障了太原连日新冠肺炎零新增的可喜成绩。致敬

忙碌的最美逆行者，为防止境外疫情输入提供了强有力的通信应急保

障，这个春天也如约到来。 

隔离宾馆具备宽带、电脑、IPTV 一体网络的开通，为回国隔离人

员提供了方便，他们说你们想的真周到，深深感到祖国的关心和温暖。 

 

黑龙江大庆联通•与龙江银行探索业务新模式 

合作共赢促发展 

随着复工复产有序展开，黑龙江大庆联通项目团队积极跟进龙江

银行大庆分行业务需求，密切了解客户对最关注、最在意的应用模块，

多次优化、细化业务方案。3 月 26 日，大庆联通党委书记、总经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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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丰与到访的龙江银行大庆分行行

长张今研进行深入交流，就加强通

信产品服务、5G 行业应用、异业联

盟拓展、信息化建设解决方案等领

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以此开拓‚互

联网+金融‛服务范围。 

一直以来，大庆联通和龙江银行大庆分行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每次涉及到专线和设备调整，联通公司都提前做好通信保障方案，安

排技术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支撑，高质量完成各项支持服务工作。为做

好今年疫情下的通信保障，大庆联通心怀责任，选派技术过硬、作风

扎实的人员，重点做好传统业务支撑。期间，为龙江银行大庆分行电

路提速 39条。同时根据客户需要，开通好信云业务，为客户在疫情期

间的生产运营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得到客户一致好评。 

接下来，大庆联通多角度制定优惠政策，优先部署客户 5G网络设

施建设，助力银行数字化转型和发展。同时，将在朋友圈广告、电子

围栏、联通宣传矩阵、营业厅展架摆放、融合云信、政企文宣助手等

领域深化合作，持续跟踪，以最快速度、

最大努力做好对接服务，全面构建常态联

系机制。双方还从多方面探索 5G、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等创新领域的互联技术、

智能融合的创新应用以及以人为本的创新

科技，发挥双方优势，提升合作价值，为

促进更多技术成果转化点燃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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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秦皇岛铁塔•首个乡镇智慧云广播系统落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部省公司各级精神要求，推进跨行业业务规模

发展，切实发挥区域在业务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河北秦皇岛铁塔开展

‚党建+‛跨行业业务培训专项活动，深入各区域开展综治乡镇专项行

动。 

专项行动开展后，抚宁区区域经理甘翠

君第一时间与大新寨镇政府取得联系，摸清

了乡镇的具体需求情况，发挥铁塔公司的资

源优势，充分利用前期秸秆、防火监控点位，

实现大新寨镇全域信息化覆盖，为乡镇提供

实时视频监控、事件告警服务。其中，利用

铁塔高点架设云广播系统，为乡镇向下级村庄的广播宣传工作提供支

持；建立可控、可视的视频会议系统，为乡镇和村一级提供一对一或

者一对多的会议服务，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3月 22日，秦皇岛铁塔智慧云广播系统率先在抚宁大新寨开通。系

统上线后，可做到秸秆焚烧实时监控和智能

分析预警功能，将多种危险‚消灭‛在萌芽

中，同时大大减少大新寨镇人力巡察，降低

了执法成本。此外，系统还具备视频会议功

能，方便镇政府对于人员的管理，督促责任

人员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此次行动为后续秦皇岛公司其它区域开展专项行动树立了标杆。

并将以此为契机，快速推进各区域项目及其他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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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铁通•全力保障凉山“330 特大火灾” 

通信畅通 

3 月 30 日，四川凉山西昌突发森林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危及西

昌城区，特大火灾突发事件发生后，造成区域内 231个 4g通信基站退

服，30个段落断电，核心网最高负荷达 28%，6台 OLT中断。中移铁通

凉山分公司第一时间在西昌市区和木里县分别组建了应急保障队，抽

调骨干人员 132名，共出动 49辆保障车辆，91台油机，抢通实现区域

内接通率 99.84%，VoLTE 接通率 99.77%，GSM 接通率 99.29%，保障了

区域内用户正常用网、通话需求，同时积极进行受损光缆修复，为火

灾扑救工作点亮绿色通信通道。 
 

 

 

 

 

 

 

 

（以上信息来源相关网站转载，以及各省行协、各分支机

构及行业企业等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