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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水电司发〔2018〕101号

贺州市桂源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国庆节放假期间加强值班的通知

一、公司加强值班领导

日期 值班领导 电话号码

10月1日 吴望健 13507841768
10月2日 吴望健 13507841768
10月3日 徐朝霞 13878440556
10月4日 曾庆伟 13907743020
10月5日 曾庆伟 13907743020
10月6日 刘  建 13978401088
10月7日 刘  建 13978401088

贺  州  市
桂源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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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加强值班人员安排

1、生产技术部
日期 值班人员

值班负责人 陈炜波13387748150
10月1日 吴杰13307845683
10月2日 吴杰13307845683
10月3日 吴杰13307845683
10月4日 吴杰13307845683
10月5日 潘南昌15007746081
10月6日 潘南昌15007746081
10月7日 潘南昌15007746081

2、安全监察部
时间 值班人员

10月1日 庄兴瑾13807842129、黄  强13768141938
10月2日 庄兴瑾13807842129、黄  强13768141938
10月3日 庄兴瑾13807842129、黄  强13768141938
10月4日 罗建忠18978402080、纪国辉13768143621
10月5日 罗建忠18978402080、纪国辉13768143621
10月6日 罗建忠18978402080、纪国辉13768143621
10月7日 罗建忠18978402080、纪国辉13768143621

3、调度室
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负责人 陈炜洁13768143610

10月1日 陈炜洁13768143610

10月2日 彭  彪1877841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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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 钟  谨13978415270
10月4日 钟  谨13978415270
10月5日 彭  彪18778411571
10月6日 彭  彪18778411571
10月7日 陈炜洁13768143610

5、经理工作部
时间 值班人员

10月1日 陈筱妤13507840080、黄承行18376403595

10月2日 陈筱妤13507840080、黄承行18376403595
10月3日 陈筱妤13507840080、黄承行18376403595
10月4日 陈筱妤13507840080、黄承行18376403595
10月5日 陈筱妤13507840080、秦灏18507849989
10月6日 何勇勇13878448692、秦灏18507849989
10月7日 何勇勇13878448692、秦灏18507849989

6、送电检修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负责人 莫良寿13707841163

10月1日 莫良寿13707841163、魏顺廷18907849923

10月2日 莫良寿13707841163、魏顺廷18907849923
10月3日 莫良寿13707841163、魏顺廷18907849923
10月4日 莫良寿13707841163、魏顺廷18907849923
10月5日 莫良寿13707841163、魏顺廷18907849923
10月6日 莫良寿13707841163、魏顺廷18907849923
10月7日 莫良寿13707841163、魏顺廷1890784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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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变电检修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负责人 刘伟熙15078158880
10月1日 杨鑫18007841492、李维18978413399
10月2日 杨鑫18007841492、李维18978413399
10月3日 杨鑫18007841492、李维18978413399
10月4日 刘伟熙15078158880、莫苗15278408535
10月5日 李志雄13878440886、黄为振15177431660
10月6日 张招娣13557143762、李志雄13878440886
10月7日 张招娣13557143762、莫苗15278408535

8、各供电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陶耀铭18807841899
孙自元、廖永维、陈仲铭、汤平生

城西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黎庆森13977472498
赵启建、李达志、谢庆威、吴昌伦

城西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刘治锋13978406933
赖悦军、黄敬秋、谢崇协、黄小通

城西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陶耀铭18807841899
陈仲铭、汤平生

城西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黎庆森13977472498
赵启建、李达志

城西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刘治锋13978406933
谢崇协、黄小通

城西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陶耀铭18807841899
孙自元、廖永维

城西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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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郑先航13978421508
高力、黎荣健、廖戈、岑家滨

城东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吴恩蔚13978448794
庄兴畅、高伟、梁宇、梁   坚

城东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蒋瑞斌13132871899
谢育平、岑小峰、高力、黎荣健

城东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郑先航13978421508
廖 戈、岑家滨

城东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吴恩蔚13978448794
梁  宇、梁 坚

城东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蒋瑞斌13132871899
高  力、黎荣健

城东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郑先航13978421508
庄兴畅、高 伟

城东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吴洪双13807841779
罗进忠、谢明论、吴小虎、黄胜权

城中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吴洪双13807841779
汤汉忠、叶琳、蒋建新、李航

城中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袁树荣13978418423
赖文欲、张尚雨、罗进忠、谢明论

城中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袁树荣13978418423
黄胜权、吴小虎

城中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袁树荣13978418423
蒋建新、李航

城中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袁树荣13978418423
罗进忠、谢明论

城中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袁树荣13978418423 城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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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汉忠、叶琳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程  朗 18978451333

邓家勇15107749798、刘金火13635065299
步头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程  朗 18978451333
黄德13737436775、刘勇13768140956

步头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程  朗 18978451333
覃先森13978400232、甘海坚13737404202

步头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程  朗 18978451333
邓家勇15107749798、刘金火13635065299

步头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程  朗 18978451333
黄德13737436775、刘勇13768140956

步头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程  朗 18978451333
覃先森13978400232、甘海坚13737404202

步头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程  朗 18978451333
邓家勇15107749798、刘金火13635065299

步头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黎鸿生13978418326
刘良近、陆志强、李泽兵、黎威龙

沙田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韦恒勇13807844738
李国文、赵志军、黄国春、黎威龙

沙田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李色赤13737437291
张继亮、李昌九、刘  学、何建清

沙田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韦恒勇13807844738
何建清、刘  学

沙田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李色赤13737437291
李泽兵、黄国春

沙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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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黎鸿生13978418326
黎威龙

沙田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黎鸿生13978418326
李国文、陆志强

沙田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黄少珊13978413813

黄房滔13978471167、黄杰18677454320
西湾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唐创东13707841841 
何勇13977425338、高洛15278439977

西湾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吴长江13086762227
李鸿灏13978425567、罗卫明18677458823

西湾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黄少珊13978413813 
刘敏13737491121、刘良固13635065633

西湾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唐创东13707841841 
黄房滔13978471167、黄杰18677454320

西湾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吴长江13086762227
何勇13977425338、高洛15278439977

西湾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唐创东13707841841
李鸿灏13978425567、罗卫明18677458823

西湾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刘伟雄 13635061212
陈承伟、吴劲松、潘宏光、吴裕松

大宁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刘伟雄 13635061212
严志奎、李文才、潘宏光、黄向阳

大宁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韦国华13607843688
卢肖华、廖其民、吴裕松、黄向阳

大宁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韦国华13607843688
陈承伟、吴劲松、吴裕松

大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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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刘伟雄 13635061212
严志奎、李文才、潘宏光、黄向阳

大宁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刘伟雄 13635061212
卢肖华、廖其民、吴裕松、黄向阳

大宁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韦国华13607843688
陈承伟、吴劲松、潘宏光、吴裕松

大宁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梁  雄 13607840777

叶雄山18207840023、周训胜13878458156
鹅塘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李朝乐 15077473933

韦  忠13878472369、黄业良15289633714
鹅塘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莫金祥13978449255
莫金祥13978449255、戚  军13197538228

鹅塘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梁  雄 13607840777
汤文涛15278440008、黄义军15207843988

鹅塘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李朝乐 15077473933
李朝乐 15077473933、廖辉13978411822

鹅塘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莫金祥13978449255
叶雄山18207840023、周训胜13878458156

鹅塘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梁  雄 13607840777
韦  忠3878472369、黄业良15289633714

鹅塘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李永添18777410825、黎宇坤13507842872 大平所

10月2日 李永添18777410825、黄志杰13397741964 大平所

10月3日 李永添18777410825、黎宇坤13507842872 大平所

10月4日 李永添18777410825、黎宇坤13507842872 大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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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李永添18777410825、黎宇坤13507842872 大平所

10月6日 李永添18777410825、黄志杰13397741964 大平所

10月7日 李永添18777410825、黄志杰13397741964 大平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纪振华18070664300

黎志坚13517544298、罗德飞15289625481
桂岭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黎志坚13517544298

韦祖强13978417686、庞煜18077415847
桂岭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黄仁源13978419373
莫治省13324802077、覃致琅15578415188

桂岭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纪振华18070664300
罗祖建13324801966、张誉腾18877459936

桂岭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黄仁源13978419373
钟家祥13324802077、黄文学13827256546

桂岭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纪振华18070664300
黎志坚13517544298、罗德飞15289625481

桂岭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纪振华18070664300
莫治省13324802077、覃致琅15578415188

桂岭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李  文13307840424
吴海洲、黄剑岗、古  鉴、郑  毅

莲塘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杨逊说13978410733
刘伟锋、莫国驰、黄剑岗、郑  毅

莲塘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杨逊说13978410733
莫国驰、谢  麟、吴海洲、郑  毅

莲塘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杨逊说13978410733
莫国驰、郑  毅

莲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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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杨逊说13978410733
吴海洲、黄剑岗

莲塘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杨逊说13978410733
刘伟锋、古  鉴

莲塘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李  文13307840424
古  鉴、谢  麟

莲塘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负责人 黄见欢 13707842396 黄田所

10月1日
黄见欢 13707842396

张连生13517640285、黄  永13707844680
黄田所

10月2日
陈相立13481459787

李贺民18607840948、黄  永13707844680
黄田所

10月3日 张连生13517640285
李达堂18778448823、李庆刚13807843969

黄田所

10月4日 陈相立13481459787、李贺民18607840948 黄田所

10月5日 张连生13517640285、黄  永13707844680 黄田所

10月6日 李达堂18778448823、李庆刚13807843969 黄田所

10月7日 张连生13517640285、黄  永13707844680 黄田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负责人 黎志文13978422029 南乡所

10月1日 吴望树13635079218、黄武18406072766 南乡所

10月2日 吴成松13737436750、吴素文13481468356 南乡所

10月3日 吴望树13635079218、黄  武18406072766 南乡所

10月4日 吴成松13737436750、吴素文13481468356 南乡所

10月5日 吴望树13635079218、黄  武18406072766 南乡所

10月6日 吴成松13737436750、吴素文13481468356 南乡所

10月7日 吴望树13635079218、黄  武18406702766 南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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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值班负责人：谢凌芝13807842892
吴春林、谢其杏、莫义安、叶楚达

公会所

10月2日
值班负责人：谢凌芝13807842892
吴春林、谢其杏、莫义安、叶楚达

公会所

10月3日 值班负责人：谢凌芝13807842892
吴春林、谢其杏、莫义安、叶楚达

公会所

10月4日 值班负责人：谢崇内1397844628
严启泉、王丽委、潘峰、陈少帮

公会所

10月5日 值班负责人：谢崇内1397844628
严启泉、王丽委、潘峰、陈少帮

公会所

10月6日 值班负责人：谢崇内1397844628
严启泉、王丽委、潘峰、陈少帮

公会所

10月7日 值班负责人：谢崇内1397844628
严启泉、王丽委、潘峰、陈少帮

公会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负责人 李松芳 18978462208 水口所

10月1日 李诚18978458911、黄力13471490692 水口所

10月2日 李诚18978458911、黄力13471490692 水口所

10月3日 李诚18978458911、黄力13471490692 水口所

10月4日 李诚18978458911、黄力13471490692 水口所

10月5日 李诚18978458911、黄力13471490692 水口所

10月6日 李诚18978458911、黄力13471490692 水口所

10月7日 李诚18978458911、黄力13471490692 水口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负责人 黄诗杰 13367846382 开山所

10月1日 钟滋凯13481472386、莫世景13737896663 开山所

10月2日 钟滋凯13481472386、莫世景13737896663 开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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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 廖英俊18978411698、莫咸文18278413771 开山所

10月4日 廖英俊18978411698、莫咸文18278413771 开山所

10月5日 廖英俊18978411698、莫咸文18278413771 开山所

10月6日 钟滋凯13481472386、莫世景13737896663 开山所

10月7日 钟滋凯13481472386、莫世景13737896663 开山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谢加健13978421528、陈  卫13878441572
刘坤能13132941093、刘富广18378467751

贺街所

10月2日
赵山18278432037

廖忠武13517847459、刘浩海13517641271
贺街所

10月3日 黎永东13978421228、黄志伟13737437772
 古  彪13507840781、黄伟群13635076056

贺街所

10月4日 黎振清13471481310
黎伟忠13635061213、解丹凯18007841085

贺街所

10月5日 陈卫13878441572
刘坤能13132941093、刘富广18378467751

贺街所

10月6日 赵山18278432037、
廖忠武13517847459、刘浩海13517641271

贺街所

10月7日 黄志伟 13737437772
古  彪13507840781、黄伟群13635076056

贺街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负责人 李德锋13978412732 信都所

10月1日
信街片：陈超坚、李兆东、柳世要

信农片：温昌兴、刘世康、何培元

保福片：莫中需、潘美坚

信都所

10月2日
信街片：李德锋、陈光锋、刘章铁

信农片：杨贵光、魏恩谦、孔水先

保福片：莫中需、潘美坚

信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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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 信街片：唐文华、曾广庭、莫锶

信农片：罗良良、陶克新、谢庆远

保福片：曾广明、廖学继

信都所

10月4日 信街片：陈超坚、李兆东、柳世要

信农片：梁 东、覃德汉、罗渊波
保福片：曾广明、廖学继

信都所

10月5日 信街片：李德锋、陈光锋、刘章铁

信农片：温昌兴、刘世康、何培元

保福片：梁永耀、黄智坚

信都所

10月6日 信街片：唐文华、曾广庭、莫锶

信农片：杨贵光、魏恩谦、孔水先

保福片：梁永耀、黄智坚

信都所

10月7日 信街片：陈超坚、李兆东、柳世要

信农片：罗良良、陶克新、谢庆远

保福片：莫中需、潘美坚

信都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负责人 魏书宗13979446692 铺门所

10月1日
黎声愿13978426476

梁炳聪13978431007、罗圣展13132870188
铺门所

10月2日
钟树军13978408751

柳世焕15878441529、江先洪13471951346
铺门所

10月3日 高华兴18107848863
莫华结13978402526、朱余光13557947118

铺门所

10月4日 罗圣展13132870188
江先洪13471951346、黎声愿13978426476

铺门所

10月5日 陈隆师13557943163
甘天祥18276491324、高华兴18107848863

铺门所

10月6日 黎声愿13978426476
梁炳聪13978431007、罗圣展13132870188

铺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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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 钟树军13978408751
柳世焕15878441529、朱余光13557947118

铺门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负责人 谭伟星13978440944 仁义所

10月1日
廖桂宁13607840238

罗扬荣13807840843、曾广宗13978447633
仁义所

10月2日
柳世通13481458470

赖其亮13507843778、莫天书13978405896
仁义所

10月3日 马祖深13507844363
何水生13481471098、柳祖文13707843501

仁义所

10月4日 廖桂宁13607840238
柳祖文13707843501、龙大亮13978405846

仁义所

10月5日 莫天书13978405896
何水生13481471098、马祖深13507844363

仁义所

10月6日 赖其亮13507843778
柳世通13481458470、龙大亮13978405846

仁义所

10月7日 廖桂宁13607840238
罗扬荣13807840843、曾广宗13978447633

仁义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负责人 朱海华13607843499 灵峰所

10月1日 朱海华13607843499
潘扬华13507843715、陈康友13978405914

灵峰所

10月2日
朱海华13607843499

潘扬华13507843715、陈康友13978405914
灵峰所

10月3日 潘剑峰13517544830、龙  健13635064418 灵峰所

10月4日 潘剑峰13517544830、龙  健13635064418 灵峰所

10月5日 潘扬华13507843715、陈康友13907845914 灵峰所

10月6日 潘扬华13507843715、陈康友13907845914 灵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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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 潘剑峰13517544830、龙  健13635064418 灵峰所

9、车队
时间 值班人员

10月1日
黄标13807843220

黄香程18677459188、江锡龙13807843628

10月2日
黄标13807843220

陈球13907743921、蓝克波13907841898
10月3日 高天运13307845228

叶东京13347586599、钟国秋13978433196
10月4日 高天运13307845228

叶东京13347586599、钟国秋13978433196
10月5日 高天运13307845228

黄香程18677459188、江锡龙13807843628
10月6日 黄标13807843220

黄香程18677459188、江锡龙13807843628
10月7日 黄标13807843220

陈球13907743921、蓝克波13907841898
车辆应急调度：高天运13307845228
10、保卫科

时间 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10月1日 高尧理 13978415933

10月2日 高尧理 13978415933

10月3日 高尧理 13978415933

10月4日 高尧理 13978415933

10月5日 肖  剑 13387748588

10月6日 肖  剑 13387748588

10月7日 肖  剑 1338774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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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物资班
时间 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10月1日 谢飞蝶 15177438186
10月2日 谢飞蝶 15177438186
10月3日 谢飞蝶 15177438186
10月4日 谢飞蝶 15177438186
10月5日 吴春燕 18207741092
10月6日 吴春燕 18207741092
10月7日 吴春燕 18207741092

三、供水分公司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文衍键18777407741 综合办

10月2日 章忠文13321741103 综合办

10月3日 文衍键18777407741 综合办

10月4日 章忠文13321741103 综合办

10月5日 文衍键18777407741 综合办

10月6日 章忠文13321741103 综合办

10月7日 文衍键18777407741 综合办

供水营业所

时间 值班人员 单位

10月1日
罗扬钢13321741192
虞天树13978412192

供水营业所

10月2日
罗代胜13878472599
刘章源18778454669

供水营业所

10月3日 罗亚海13737408581
何爱民13978448283

供水营业所

10月4日 罗亚海13737408581
何爱民13978448283

供水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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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 罗代胜13878472599
刘章源18778454669

供水营业所

10月6日 罗扬钢13321741192
虞天树13978412192

供水营业所

10月7日 罗扬钢13321741192
虞天树13978412192

供水营业所

四、注意事项

1、放假前，各单位、部门要对生产及工作现场进行一次全面
的安全检查，做好放假前隐患排查与治理及国庆节期间的工作

布置，落实好应对假期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2、放假期间，要重点加强应急工作管理，确保足够的应急保
障资源，以应对应急事态时安全生产工作均能正常开展。各值班

领导及值班人员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如有重大突发事件
发生，按照规定程序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贺州市桂源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贺州市桂源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办公室  2018年9月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