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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聚焦

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2016年，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举办
了“沙场点兵——第七届岗位技能比武”
大赛。好多人都没当回事儿，赵康康却
认真起来，利用闲暇时间强化学习业务
知识，珍惜每一次培训、学习的机会，认
真做好笔记，课下时常跟授课老师保持
沟通交流。最终，他过五关斩六将，一举
夺得大赛第一名，并被选为焦作分公司
代表，推荐至河南移动参加总决赛。

在准备期间，他没有放松对自己的
要求，尽可能地不放过每一次学习和培
训的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不

培训的时候，就自己复习《集团客户经理
手册》和历年竞赛题库。他废寝忘食地学
习，甚至做到了能把手册默写下来。他对
自己说：“不做则已，既然做了，那么就一
定要拼尽全力，即使最后没能取得理想成
绩，那也不能让自己后悔。”他不负众望，
以绝对优势一举夺得“沙场点兵——河南
移动第七届岗位技能比武”大赛集团客户
经理专业第一名，并被授予2016年河南
移动“岗位技术能手”的荣誉称号。

为客户全力以赴

参加工作以来，赵康康先后服务过
交通运输、农林水利、旅游、教育、工业集
聚区及大中型企业等重要集团客户，多
年来一直秉承求真务实、严肃认真的工
作态度，用真诚、热情、优质的服务来对
待每一位客户。

2015年他负责沁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集团业务。一天早上7点多，人
社局侯主任给他打了个电话，语气非常
焦急，原来该单位原有电话突然断线无
法使用，导致对外通信网络瘫痪，最关键
的是影响了全市参保人员的业务办理，
整个业务大厅像炸了锅一样，人社局上
下是一筹莫展。在收到求助电话之后，
赵康康二话不说积极与市公司联系，协
调设计院、施工队、网络部等各方面资
源，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客户出设计、整方
案。在施工队没有档期的情况下，他毅
然自己动手，背光纤、布线路、赶工期，夜
以继日，经常是早上8点就到人社局机
房，忙到下午两点多才想起来还没吃午
饭。有人问他：“你何必这么辛苦，不是
有施工队吗？多催催他们不就行了。”他

只是笑了笑：“没办法呀，不能让客户多
等一分钟啊！”最终，他们仅仅用5天时间
就完成了原本需要15天才能完成的工
作。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深深地松
了一口气。他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为集
团客户挽回了损失，他不怕苦、不怕累的
工作精神得到了沁阳市人社局单位领导
的高度赞扬，同时也为焦作分公司赢得
了80余部固话业务。

2018年，赵康康开始负责沁阳市神
农山风景管理局的服务。景区要做“智
慧旅游”项目，却没有什么头绪。他得知
情况后，主动参与了项目推进，通过公司
层面与河南省旅游局取得联系，拿到

“5A景区评分标准表”，与神农山景区结
合，对照标准启动项目。海拔1000多米
的山，他拉着设计院的工程师一趟一趟
地跑，陪着施工队一个点位一个点位地
勘察……每改一个点位就要改一次方
案，有时候加班到半夜还在和设计院讨
论方案怎么设计，周六、周日不休息带着
设计院和施工队去现场勘察和确认，都
成了常有的事儿。山上条件非常简陋，
环境也非常恶劣，有的地方没有路，旁边
就是悬崖，只能小心翼翼、手脚并用往上
爬；山上也没有吃饭的地方，经常是早上
8点钟上去，到下午4点多下山后才能吃
上饭。走的路多了，脚上磨得起了血泡，
晚上挑烂了，第二天继续爬。有一段时
间，赵康康的左脚脚后跟裂了很长的一
道口子，露出里面的肉，血红血红的，一
直愈合不了，走路都有点费劲。但是，一
听说需要他带队再上山一趟，他连提都
没有提，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在这样艰
苦的条件下，他毫无怨言，始终没有退缩，
充分发扬“能打硬仗、肯打硬仗、善打硬
仗”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给焦作分

公司带来了110余万元的信息化收入。

做工作中的有心人

赵康康在平时工作中经常自我反
思、自我总结，通过对工作方法的总结提
炼，自创了“集团统付营销工作法”、“客
户经理微信营销工作法”，在营销过程中
取得了显著效果，受到了领导及同事的
高度认可，这些工作法也在公司内部被

大范围复制推广。他以诚实守信、认真
踏实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客户信任，在拓
展集团业务的同时确保了集团市场的稳
定和发展。

他具备较强的分析、总结和写作能
力。在平时的工作当中能很好地分析市
场，进行数据分析和工作总结，利用数据
分析能力精准定位目标客户，找准切入
点，提升营销推广效果。同时，他注重案
例总结及分享，撰写的工作心得及文章，
经常被评为省级精华，多次获得“班组博
客达人”荣誉称号。

在做好业务发展的同时，赵康康注
重对自身能力的提升。坚持学习新知
识，针对每一项集团产品做到认真学习
业务功能，总结提炼业务特点及营销卖
点，形成营销话术。他善于接受新生事
物，在公司内部发表过多篇业务创新成
果和案例。

赵康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坚
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丰富自己的政治头
脑，时时刻刻处处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衡
量约束自己的言行，不断增强党的观念，
强化党性修养，以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的具体要求鞭策自己，不断提高
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保持自我的人格
魅力，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力求率
先垂范，始终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应有
的先锋模范作用。

敢于创新求突破

2018年，“和直播”业务推广以来，赵
康康收集相关业务资料、成功案例和应
用场景，与政企班组长结对成立突击小
队，一起深入探讨，提炼卖点，打破以往

“和直播”只能用于年会、店庆等场景，大
胆创新，尝试医疗行业新突破，迅速签订
了沁阳人民医院孕妇课堂首场直播。首
战告捷后，他们趁热打铁，陆续签订妇幼
保健院孕妇沙龙和孕妇主题晚会、公安
局电动车防盗项目启动仪式等，不仅实
现了焦作地区医疗行业直播场景的首单
突破，并将孕妇直播课堂在县区医疗行
业打造成强势品牌，而赵康康也俨然成
为大家心目中的“和直播支撑专家”。

2018年底，“企业上云”浪潮席卷而
来，面对全新的业务，赵康康从零开始，
刻苦钻研相关材料和指导文件。他将沁
阳第一造纸机械厂锁定为首战目标，颠
覆以往单一营销模式，大胆创新，从生产
环节入手，以企业关心的“智能化改造”
带动“企业上云”，迅速获得单位认可并
签订协议，实现沁阳分公司“企业上云”
首单突破，也开创了焦作分公司“企业上
云”与“智能化改造”相结合的先例，为焦
作分公司带来约40万元的信息化收入。

经历了8年风风雨雨的磨炼，赵康
康早已从一个懵懂的大学生蜕变成了一
名坚毅、自信、合格的移动人。有过辛
酸，有过喜悦；有过失败，有过收获，唯一
不变的是那永不言弃的执着。8年的移
动生涯塑造了他坚毅不屈的性格，教会
了他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干事，早已
将他淬炼成一名执着、仁爱、坚强、勇敢、
朴实的最美移动人。

无悔的选择，坚定的信念，他将继
续在自己的岗位上承担那一份责任，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继续奉献着他的青
春，无怨无悔。

移动轻骑兵 畅享新征程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员工赵康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李岩 通讯员魏小猛周莹文图

赵康康，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集团客户经理。他脚踏实地、
严谨敬业、坚持学习、寻求突破，在平凡的一线岗位上做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他曾先后获得：2015年河南移动集团客户经理专
项技能提升竞赛“岗位技术标兵”、2016年焦作市“一战到底”业
务知识竞赛第一名、2016年沙场点兵——河南移动第七届岗位
技能比武集团客户经理专业第一名以及2016年河南移动“岗
位技术能手”、2016年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百佳岗位标兵”荣
誉称号、2017年“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2018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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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规划
做好本职站好岗

李肖目前的岗位是网络规划，负责焦
作地区的基站建设规划和全区基站搬迁规
划。规划是建设的前提，只有规划做好了，
后期的网络优化工作才能高效地开展，客
户感知才能得到有效保障。规划工作要求
实地勘察与设计，爬高楼、翻围墙、上山顶
也就成了李肖的工作常态。几年来，李肖
跑遍了市区大大小小的街道和楼宇，经他
参与规划的基站达到230余座。

多年的网络工作让李肖养成了不解决
问题誓不罢休的习惯。恩村是焦作市的城
中村，由于村民自家盖的房子都比较封闭，
通信信号质量差，该村部分村民私自购买
安装了黑直放站，虽然自家的信号好了，
但会干扰正常基站运作，使其他村民无法
正常通话。为了解决该村的问题，李肖挨
家挨户发放告知书，让村民了解黑直放站
的危害，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并关闭
它们。同时，李肖多方协调，争取资源，积
极与村委协调，在村内新建了一座抗干扰
能力强的GSM1800M基站。几天后，当
李肖再次进村时，就听到村民高兴地说：

“小伙子，我们家的信号真的比原来好多
了，感谢你们移动公司把我们普通老百姓
的事当回事。”

应急保障
勇担道义的通信兵

应急通信保障是一项需要多专业配
合，任务难度和复杂程度都很高的工作，你
不知道哪个地方的“警报”会突然拉响，你

也不知道你即将奔赴的“战场”上是多么危
急、困难的状况，而这就是李肖工作职责中
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焦作，有大型活动时，中国移动通常
会参与保障通信需求，大家此时就能看到
李肖忙碌的身影。

2014年，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焦
作市举办，为了能够出色完成省运会的通
信保障建设任务，李肖积极与各部门沟通、
配合，科学规划、交叉施工，用了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就高质量地完成了四个场馆的室
内分布系统、园区通信管线以及中心两座
通信基站的建设和开通工作，创造了焦作

分公司通信建设史上的最快速度，得到了
政府部门与广大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2016年7月，河南安阳地区遭遇“三百
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安阳地区出现大面积
基站中断等情况。汛情发生后，李肖等16
名员工立即赶赴安阳，开始了为期11天的
应急抢修和通信保障工作。由于灾区条件
艰苦恶劣，支援队员彻夜抢修24小时不间
断发电，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车内打个盹
儿，然后继续奋战在抢修一线。由于夏季
山区蚊虫猖狂，抢修人员被蚊虫叮咬得浑
身是包。特别是在安阳县崔家桥安装微波
设备时，由于该地段是泄洪区，李肖等人到
达时已是凌晨1点多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在玉米地里趟着齐腰深的洪水调试微波设
备，直至凌晨6点多才完成安装调试。

从全省关注的省运会到世界瞩目的
“共享太极，共享健康”百万人太极拳演练
现场，从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到
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再到上海合作
组织青岛峰会……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去。几年时间里，李肖先后参与了100余
次大型体育赛事、抢险救灾、政府重要会议
的通信保障工作，服务保障移动客户数百
万人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努力付出展
现着中国移动的社会责任感。

打击伪基站
誓死捍卫网络安全

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于2014年10月
正式启动伪基站打击工作，李肖主动请缨，
自愿加入到工作队伍中，自此开启了他“网
络安全卫士”的职业生涯。

由于打击“伪基站”工作的性质特殊，
李肖和他的团队同事便成了“无固定工作
时间、无固定工作场地、无固定吃饭时间”
的“三无”人员。

伪基站犯罪呈现流动性，需要根据后
台数据来确定伪基站藏匿的位置。李肖长
期在颠簸的车内观察电脑，一盯就是几个
小时，哪怕晚上车外光线不好，也需要在车
内观察后台变化，长此以往，李肖的视力受
到损害，甚至有一次因眼睛钻心般的疼痛，
他不得不去医院。经检查，医生说是视网
膜细胞损伤，应避免再受长时间的刺激。
从医院出来后，李肖无怨无悔，又全身心地
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侦查伪基站犯罪活动常常伴随危险。
2015年1月，在跟踪伪基站被发现后，犯罪
分子纠集了30多人将李肖和他的同事围
住，并对他们大打出手，犯罪分子甚至拿着
水果刀对李肖乱砍，李肖的腿不幸被刀子
划破。忍着疼痛，李肖与犯罪分子周旋，直
到警察到来。同年10月，李肖和团队成员
在焦作市辖区内检测到一台载有诈骗短信
设备的车辆后，在跟踪途中被发现，犯罪嫌
疑人疯狂逃窜，由于当时公安
民警还未赶到，李肖等人驾车
一路尾随，在郑云高速武陟段，
眼看嫌疑人即将进入郑州地
段，再不进行拦截进入郑州后
将会为抓捕带来更大困难，不
能再等了，情急之下，李肖驾车
加快速度将嫌疑车辆强行逼
停在高速上并将嫌疑人抓获
移交给辖区分局，抓获后得知
嫌疑人的车辆此时已没有油
了，现在回想起来，李肖还是一
身冷汗，如果当时嫌疑人撞击
车辆后果将不堪设想。2016

年12月，在定位到博爱县阳庙镇大街的一
车载“伪基站”后，正当要上前去抓捕的时
候，犯罪分子穷凶极恶，加大油门，径直撞
向正在一旁取证的李肖。李肖发现情况不
妙，一个侧身躲避开了犯罪分子的车辆，公
安民警被犯罪分子的车辆拖行了数米，不
法分子连撞数车后，驾车逃逸……

据统计，李肖和他的团队共协助公安
机关破获“伪基站”案例103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139人，没收“伪基站”设备104套，
封堵各类诈骗端口和号码900余个，判决
案例38起，判决数量居河南省首位，为人民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300余万元。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
你负重前行，打击破坏网络环境不法分子，
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在坚守，李肖也在坚
守！ 有人问李肖，你这样拼命，到底为什
么？“这不是咱的本职工作嘛。”李肖平淡地
回答道。他扛起了肩上的责任，用无悔的
付出狠狠打击了犯罪活动，营造了良好的
客户消费环境，避免了更多电信诈骗悲剧
的发生。

新时代党员
肩承责任冲锋在前

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是团结群众的核心，如何提升党支部的
战斗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带动、表率作用，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的
李肖责无旁贷。

在河南移动开展的“亮身份践承诺党
员先锋行”活动中，李肖与部门范承辉等多
名同志结成了“帮扶对子”，通过每月定期、
主动、及时、了解大家的学习、思想、工作、生
活情况，帮助他们成长、进步。在李肖的鼓
动和感染下，部门先后有4名同志光荣的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2名同志成为了党员发展
对象，5名同志成为入党积极分子，9名同志
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在深入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中，结合河南移动“百日攻
坚”行动和各专业的劳动竞赛，这些同志按
照党员标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强化责任担
当，为公司业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李肖还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先后组织参与了315防电信诈骗义务宣
传、517电信日网络安全服务等各类志愿服
务，将自身职业与公益事业紧密结合起来，
为社会正能量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工作就是抓小事、抓细致，要的就是
投入和责任感。”李肖说，这是他的工作格
言。工作10年来，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条件
如何变迁，他始终坚守在基层一线，脚踏实
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的成绩单都已经挂
在了墙上，那些不是功劳簿，而是激励我继
续前进的动力。”换好工装，背上行囊，李肖
又一次踏上新的征程。

十年锤炼，做全能的通信排头兵
——记“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员工李肖

1988年出生的李肖，21岁时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河南移动焦作分公
司工作，这一干就是10年。10年里，他先后做过工程管理员、校园客户
经理、数据机务员、基站维护员、网优机务员、基站规划员;他爬过围墙、跑
过客户、摆过地摊、睡过基站、上过铁塔。他用实际行动谱写了自己的青
春之歌，先后获得焦作市“身边的榜样”、河南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
河南移动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19年，李肖
被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李岩 通讯员周莹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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