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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昀鑫（城固公司） 陈荣（房地产公司）

★ 优秀党员

邓富恒（兴平公司） 李卫峰（武功公司） 雷鹏（西安公司）刘颖（总裁办） 刘群贤（驾校）

玉祥集团2019年度受表彰集体及个人风采

抗疫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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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玉祥

集团高度重视，迅速响应，立即采

取有力措施，坚决贯彻中央及地方

有关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集团

第 一 时 间 开 会 研 究 ， 制定措施，

发出相关文件，对公司春节假期值

班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集团党委要求各党支部、广大

党员和所有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主动作为，勇于担

当，挺身而出，英勇奋斗，带领和

引导广大员工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

施，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坚决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董事长苏玉木要求各公司、各

部门领导班子要以对员工及群众高

度负责的态度，坚决扛起疫情防控

的重大政治责任，绝不能有丝毫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扎实落实防控工作责

任，主要负责人要坚守岗位，靠前

指挥，统一协调落实本公司的疫情

防控工作，强化防控措施，责任到

人、工作到岗，履职必严、失职必

究，为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

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各公司根据集团董事会的安排部署，立即行

动，纷纷召开疫情防控部署会，采取有力措施落

实各项防控工作。各公司值班员工佩戴口罩，企

业主要公共场所定时进行环境消杀等，推动疫情

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总裁办：刘颖）

疫情发生以来，玉祥集团抗疫捐
款捐物合计金额：2409500元。其中：

捐款：134300元；
捐物（含免收规费）：1、12800个口

罩及消毒液 100 桶，折合金额 72200
元；2、支援防控中心工程建设，免收工
程费用，折合金额97600元；3、免收出
租车规费2101000元。

其中捐往湖北3000元。

捐款捐物献爱心 助力抗疫展风采

凝聚硬核力量 展现企业担当

2020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迅速由武汉

蔓延全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

级政府立即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骤然打响。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西安市委

市政府决定在高陵区建设西安市公共卫

生中心项目，项目由市政府投资，西安

市住建局负责建设，中建西北设计院设

计。项目位于高陵区东南310国道旁，

占地500亩，总投资15亿元以上，分为

临时救助医院、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市疾控中心三个部分，建成后将成为服

务全市的高水平现代化公共卫生机构。

项目首期建设应急隔离病房将提供500

张左右床位。按照计划，2 月 1 日开

建，2月10日建成投用。

国难思良将，大疫显担当。1 月

31日，玉祥燃气集团接到通知，承担

该项目天然气供应保障任务，要求在

2 月 8 日 18 时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这在平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玉祥集团立即行动。疫情特殊时期，

工程建设所需材料无法采购，玉祥集

团紧急协调下属在陕的十一个天然气

公司，齐心协力共同组织材料，一天

之内便将所有材料全部落实到位。由

于工程建设人员分布在各地，疫情限

制无法及时赶到高陵，公司便协调政

府开具介绍信，分别派车辆前往彬

州、三原、扶风、兴平、长安等地一

一接回工程建设人员。人员到位后，

为了做好防护工作，公司多渠道购置

口罩、体温测量设备、消毒液、酒精

等用品，及时发放到每位参与建设的

员工手中，保障了员工的身体健康。

七天七夜的奋战，全体参与工程

建设的玉祥人，始终以“疫情就是命

令，现场就是战场，时间就是生命”

为原则，以“玉祥速度”诠释“中国

速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建设奇

迹，圆满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为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项目

提供了可靠的用气保障，为打赢这场

与疫情赛跑的“战役”贡献了玉祥集

团的微薄之力。

2月10日，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

如期交付使用。玉祥燃气集团以过硬

的工程质量和奇迹般的建设速度，保

证了项目顺利建成。赢得了甲方的高

度赞扬，充分展示了玉祥的实力和形

象。未来，将以优质高效的服务，继

续为医院保驾护航。

精彩回顾：
2月1日，玉祥集团建设者进驻工

地，开始进行前期勘察和设计工作，

为保障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用气需

求，玉祥集团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了

供气方案。

2月2日，现场施工技术交底工作

正式开始，面对现场复杂的环境，及

时与指挥部对接，明确施工节点，倒

排施工计划。

2 月 3 日，土方施工人员及时到

位，工程开始进场施工。

2 月 4 日，庭院管道工程全部完

工，设备基础完工，主体工程过半。

2 月 6 日，公司组织安装供气设

备，并连夜进行调试，供气前准备工

作全部到位。

2月7日，室内工程进场施工，全

体参建人员加班加点进行管道焊接、

安装、探伤、强度试验等全部工序，

提前22个小时完成项目指挥部下达的

建设任务。

2月10日，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如

期交付使用，这个载入史册的重大项目

的建成，也凝聚着玉祥人的心血和汗水。

（西安市高陵区玉祥天然气有限
公司 供稿）

——玉祥燃气集团援建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天然气项目纪实

向兴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爱心捐款向兴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爱心捐款

向城固县红十字会爱心捐款向城固县红十字会爱心捐款

向长武县新城茗居小区防疫点捐赠抗疫物资向长武县新城茗居小区防疫点捐赠抗疫物资援建永寿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天然气安装工程援建永寿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天然气安装工程

全面防控保安全 坚决打赢阻击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玉祥集团董事长苏玉木和

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响应，全面部署，全面动员，

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迅速打响。燃气集团下属各子公

司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守岗位，靠前指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在前、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发挥了

“主心骨、调度员、攻坚手”的作用，成为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中流砥柱，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进行，并取

得阶段性成效。图为燃气集团下属公司总经理贯彻落

实董事会要求，在基层一线亲抓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发生后，玉祥集团充分发扬中华民

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积极履

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在集团的号召下，集团所

属公司分别通过捐款捐物、减免相关费用、派

遣人员加入防疫志愿者服务队伍等多种方

式，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为打赢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贡献了

“玉祥力量”。

抗疫快讯

众志成城战疫情 中流砥柱显担当

为出租车驾驶员发放防护口罩为出租车驾驶员发放防护口罩、、消毒液及生活物资消毒液及生活物资

对办公区域进行日常消杀对办公区域进行日常消杀 对客运车辆内部进行日常消杀对客运车辆内部进行日常消杀

对生活区大门口进行日常消杀对生活区大门口进行日常消杀 对生活区单元楼周边进行日常消杀对生活区单元楼周边进行日常消杀 对生活区公共设施进行日常消杀对生活区公共设施进行日常消杀

对站区内部进行日常消杀对站区内部进行日常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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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集体★ 优秀党务工作者

★ 优秀员工

★ 优秀员工

★ 2019年度玉祥集团代为表彰的优秀员工

马小卫（汽车站）李泽霞（重庆实业） 韩军（杨凌公司） 贾玮（城固公司）

陈红星（总裁办） 郝洁（燃气集团） 唐孟（燃气集团）

魏军刚（杨凌公司） 朱科勋（杨凌公司） 杨航（杨凌公司）

李霞（杨凌公司） 屈庆（武功公司） 张建栋（武功公司） 罗福兵（兴平公司） 姚婷婷（兴平公司） 元溢军（兴平公司） 赵维利（兴平公司）

杨旭刚（周至公司） 王积君（西安公司） 任耀辉（西安公司） 张超（西安公司） 党刚民（西安公司） 史清清（高陵公司）

张长江（高陵公司） 贾龙刚（彬州公司） 赵忠宁（彬州公司） 郝宁（长武公司） 张新（旬邑公司） 王俊博（城固公司） 王骁（城固公司）

杨燕燕（房地产公司）

王智康（周至公司）

杨乃民（永寿公司） 岑代美（重庆实业） 何盛强（重庆实业） 冉正贵（重庆实业）

叶勇（重庆实业） 牟保钢（重庆实业） 张亮（重庆实业）岳学贵（重庆实业） 罗世川（重庆实业） 董军（重庆实业）

吴军（重庆实业）

曾静（驾校） 周冬梅（驾校）

周李佳（重庆实业） 张文斌（重庆实业） 寇小江（重庆实业）

卢磊（重庆实业） 曾黎（重庆实业） 杨豪（重庆实业）

陈建（重庆实业） 颜磊（重庆实业）

陈波（重庆实业）

党新峰

韩文瑞

城固县玉祥天然气有限公司

兴平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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