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城暖心人”颁奖

拄拄拐拐来来领领奖奖，，最最感感谢谢父父亲亲支支持持
脚踝骨折的李运玺与三位获奖者袒露心路历程

4月18日上午，历下区文化
馆“泉城暖心人”颁奖典礼上，
20名热企员工分别获得“最佳
公共服务”与“泉城暖心人”的
奖项。李运玺、王学龙、李格颖、
赵爱国四人作为获奖人员代
表，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他们的
获奖心路历程。

当听到自己荣获“泉城暖
心人”的奖项时，脚踝骨折的济
南热电公司员工李运玺是扶着
墙一蹦一跳来到颁奖台上的。

到了颁奖台，胖胖的李运玺已
满头是汗，还是坚持踮起脚等
待颁奖结束下台。工友见此，急
忙为其递上了双拐。

作为济南热电供热四分公
司副经理，不久前，李运玺巡视
施工现场时，因着急检修设备，
而没有留意到脚下一块低洼空
地，一不小心踩空后导致脚踝
骨折。医生说需要三到四个月
的静卧休息，但是，他却连一刻
工作都没有拉下。

“我是3月18日的时候受
的伤，但一直是父亲天天接
送我上下班，我也是不想耽
误公司的工作。”对于父亲的
付出，李运玺深情地说：“我
非常感谢我的父亲从小到大
对我的养育之恩，下一步我
会好好工作，孝顺父母。也会
继续努力，不忘初心，撸起袖
子加油干！”

和李运玺一起获得“泉城
暖心人”奖项的是济南热力集

团莲花山供热公司外网中心站
班长王学龙。这个90后小伙儿
独创了听诊查漏，使用听诊器
诊断供热管线。

获“最佳服务奖”的代表发
言人赵爱国是济南能源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能源发展部净化二
厂能源站负责人。在能源站工
作期间，赵爱国利用多年的经
验，完善百余项技术改造，使热
源管理更加高效。

作为“最佳服务奖”十名

获奖者中唯一的女性，济南
东泰热力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收费窗口负责人李格颖向现
场的观众分享了她在工作当
中遇到的一件难忘的小事。
一用户因为对供暖政策不了
解，不认可热企工作，当事情
解决后，用户对李格颖十分
感谢。李格颖也现场分享了
窗口服务工作三条经验，一
是要有耐心，二是要有真心，
三是要保持微笑。

“李运玺非常有责任，有担
当，即便是脚受伤了，也没落下
一天班。”济南热电公司员工冉
凡部说，一个多月之前，李运玺
在一次日常的检修过程中不小
心把右脚弄伤了，到医院检查
后发现脚踝骨折，医院要求他
静养，但是考虑到非供暖季，李
运玺硬是咬着牙每天按时上
班。“轻伤不下火线，他用他的
实际行动激励和感染着我和其
他同事，在工作中一定要肯吃
苦，任劳任怨。”他说。

“李格颖在工作上一丝不
苟，坚持微笑服务，在生活上
是我们身边的贴心大姐姐。”
济南东泰热力公司员工逯广
说，李格颖性格比较随和，会
认真地接待每一名她服务的
市民，即便是遇到闹情绪的，
她也会以“微笑”来面对市民，
耐心给市民解答。

“我和王学龙都是在供暖
管家的岗位上，我很敬佩他那
独特的工作经验和方法，比如

首创通过听诊器检查漏点。王
学龙大哥除了敬业外，还时刻
把百姓装在心里，市民有啥供
暖问题找到他，他都会第一时
间给市民解决。”济南热力员
工苗森说，王学龙的事迹也会
激励自己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他会向榜样们看齐，撸起袖子
加油干，也争做优秀的泉城暖
心人。

“这些获奖者对我的触动
非常大，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在供暖事业上几乎付出了自
己的全部精力。”观看颁奖典
礼的市民李刚说，获奖者从事
的是一份普通的供暖工作，却
又是一份有温度的事业，正是
这些平凡的人在自己的岗位
上默默付出，才有了泉城一整
个冬天的温暖。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蒋龙龙 王

倩 于悦 王杰 孙业文
见习记者 张晓燕 实习生

任秀 高鹏飞 黄寿赓

向榜样看齐 争当暖心人

供供暖暖职职工工和和市市民民点点赞赞获获奖奖者者

济南东泰热力公司副总经
理刘建森告诉记者，此次活动
展示了一线工作人员的风采，
让市民对一线供暖工作人员的
生活和工作状态更加了解。

据刘建森介绍，多年来 ,
东泰热力依托黄台电厂热源，
为工业北路以南至龙洞片区，
盛福片区以西，二环东路以
东，奥体西路两侧，约1210万
平方米的用户提供冬季采暖

供热及相关服务。
去年，为了提高用户的供

暖质量，东泰热力去年对所辖
数十个小区和换热站进行了
一次彻底的“查体”，逐步排查
了300多项供暖问题。

在新的一年内，东泰热力
还将会扎实供暖，让辖区百姓
实实在在感受到东泰热力的优
质供暖服务。打造真正的暖民
心、称民意的供热服务品牌。

济南东泰热力公司副总经理刘建森：

继继续续扎扎实实供供暖暖
让让百百姓姓实实实实在在在在受受益益

来来看看看看获获奖奖的的供供暖暖人人都都是是谁谁
最佳服务奖

邱杨彪：济南热电有限公司
明湖热电厂领秀城供热车间的职
工。24岁的他在工作中担负着领
秀城2000多个暖气用户的入户服
务。他有时一天要接100多个热线
电话，就算半夜两点接了热线也
会立马赶到。

范松：济南热力供热四公
司电力设计院中心站站长。他
主要负责片区 2 4 0多座楼和
8000多用户的供热任务。他严
格要求自己每天走访20栋楼，
时不时地对片区20—30名用户
进行走访测温。

马军：济南东泰热力公司
维护部主管，主要负责供热季
供热设备的消缺、抢修以及非
供热季的检修。去年的供热季，
马军不仅组织抢修12项，同时
还消除设备缺陷200余条，处理
投诉工单118条，上门处理用户
不热问题一千余次。

赵爱国：济南能源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能源发展部净化二
厂能源站的负责人。他曾在传
统供暖行业摸爬滚打近30年，
然后又积极投身新能源供暖岗
位。在能源站期间，赵爱国利用
多年的经验守护6000户居民的
热源安全。

陈士峰：济南热电金鸡岭
环保车间主任。他曾于2016年
参与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工
程，手上贴着输液胶带就跑到
工地上，他与工友在冬季供暖
前完成了脱硫系统升级改造，
实现除尘率和脱硫率均达到
95%以上的目标。

刘超：济南热力集团长输
管网项目外网班班长，他一直
守护着章丘余热长输管网，该
管网长38 . 5公里，供热面积接
近1000万平米，直接保障着东
城10万余户居民的供暖。他起
早贪黑，每年巡网路程长达

5200公里。
郝磊：济南热电公司北郊

热电厂锅炉车间运行主任，他
从事锅炉运行维护工作有29
年。他带领着锅炉车间的工作
人员维护北郊热电厂8台锅炉
的安全运行。短短几分钟就能
诊断出锅炉“病情”。

陈效伟：济南热力东新热
电厂检修部副主任，人们尊称
他是热力锅炉的“主任医师”。
厂里设备只要出了故障，他总
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且能
迅速判断出故障点。工作后的
13个除夕，他都是在厂里度过
的。

杨猛：济南能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副经理。2015年，他
接手了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
的燃煤锅炉替代项目。他两个
月连轴转积极排查了40万平
米的供暖面积，终于让该校区
实现了清洁能源供暖的目标。

李格颖：济南东泰热力有限
公司客服中心的收费窗口负责
人。她一贯坚持“用心做事，真诚
服务”的工作作风，一直为用户
提供优质的服务，成功从技术达
人转为用户的“知心人”。

泉城暖心人

刘淦：济南热电西客站热
源厂检运五班供热班长。他所
带领的五班主要负责顺安苑、
大金新苑等小区近8000户居
民用热问题。他对热力管网走
向了如指掌，被称为供暖的

“活地图”。
刘帅：济南热电公司南郊

热电厂锅炉车间主任。他从一
个锅炉技术员干起，在基层干
了8年。去年4月份南郊热电厂
改造锅炉，他带领工友5个月
连轴转完成了该项目。

郭玉峰：高新区新生活片区
的中心站站长和“供暖管家”，负
责高新区新生活片区附近约200

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11个小区，
约7000户居民。他曾雪夜步行30
公里巡查换热站，下井80余处，保
障管网运行。

侯春岷：济南热力三公司
的“仪表达人”，负责片区50多
个换热站内的400多块仪表、
19072个热计量户表的维护管
理和技改等工作。仪表运行不
正常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三年
来仅休了4天班。

史凯：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安
全生产部数字信息中心数字设备
处处长。他利用智慧热网平台，与
济南市气象局合作，提前预判未
来一周的温度变化趋势，热源提
前蓄热，管线提前升温。

王学龙：济南热力莲花山
供热公司外网中心站班长，负
责保利花园等小区近30万平的
供热任务。这位“90后”供暖管
家独创了听诊查漏——— 使用听
诊器诊断供热管线。

吴兆帅：济南热电有限公
司工程公司的技术设备处处
长。10年来他已经在多个岗位
上历练过，无论多么难搞的供
热问题，到了他这里，都是“手
到病除”。他在业内有个“技术
大脑”的外号。

王海利：唐冶供热公司东岸
嘉园中心换热站站长，负责片区
6000多户居民供热。供热季时
期，他每天要接听两百个用户电
话，跑七八十个用户，片区数万
个供暖阀门他全摸过。

张环宇：济南热力北控污水
源能源中心主管，他独自承担了
高墙王小区空气源热泵和北控
污水源热泵两大项目。新能源供
热，90后的他独当一面。

李运玺:济南热电供热四
分公司副经理，上任一年来，几
乎天天不停地钻研、实践供热
新技术，运用“以塑代钢”的方
法对小区进行改造，对百万平
管网漏水点逐个检查。

“泉城暖心人”获奖者，从左至右是郭玉峰、王海利、王学龙、侯春岷、张环宇、吴兆帅、李运玺、史凯、刘淦、刘帅帅。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葛现场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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