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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成就价值 

   共赢缔造永恒  

焦点关注 

东深电子受邀出席 

水利信息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17年终会 

 2017 年 12 月

28日，“水利信息

化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2017年年终

大会”在古城西安

顺利召开，来自全

国的17家水利信息

化行业企业共计30

余位代表出席了这

次会议。东深电子

受邀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年会对2017年水利信息化产业联盟工作进行总结，介绍了2018年重点工作内容，

会上各联盟成员就2018年水利信息化行业展望、市场开拓与产品创新思路等问题展开了主

题讨论。各成员单位代表积极发言，为加强联盟内部合作，推动水利信息化产业的创新与

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司总经理郭华在会上表示新的一年东深电子将不

断的提升自身建设、加大联盟间的相互合作，为水利信息化工作出更大贡献。会后，联盟

还安排参会人员共同赴陕西水利博物馆参观。                                            

                                                       （市场营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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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东深电子参建项目荣获广东优质水利工程奖 

    2017年11月，由我司参建的火炬

开发区张家边泵站及水闸工程，荣获

2016年-2017年度广东优质水利工程

奖，公司总经理郭华等人作为项目的

主要贡献人，与公司共获荣誉。 

    广东优质水利工程奖是针对广东

省境内的大中型新建、改建、扩建或

除险加固的水利建设工程而设置的水

利工程奖项。奖项评选对象为广东境

内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水利工程。 

火炬开发区张家边泵站及水闸工程项目，我司主要负责水利调度中心建设及制动化监控

系统建设，于2013年4月23日开始施工，2013年12月16日进行了自动化系统开机试运行，2013

年12月22日在中山火炬开发区张家边泵站水闸建设管理所的组织下完成了项目验收。在项目

施工过程中，我司加强科学管理，严格过程控制，保证工程质量，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新工法”完成了项目施工。工程质量突出，社会影响巨大。提高了工程的社

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今后我司将在各方面再接再厉，争取为全国水利行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市场营销中心） 

东深电子受邀出席广东省机电排灌技术管理培训班    

2017年11月21日至24日，由

广东省水利厅农村机电局组织的

全省机电排灌技术管理培训班在

肇庆市高要区顺利举行。广东省

有关市、县机电排灌管理总站及

大中型泵站管理单位的技术管理

骨干共108人参加了培训会，东

深电子受邀出席了本次培训会。 

我司副总经理林占东从泵站

计算机监控系统改造需求与适用

条件、监控系统运行维护和故障

处理、泵站信息化发展趋势等方

面为学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培

训会上学员们认真聆听，积极讨

论，培训现场气氛热烈。 

本次培训内容丰富，针对

性、指导性强，深受学员欢迎，

同时安排学员在肇庆市的宋隆泵

站和羚山泵站进行安装生产实

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市场营销中心）                                     

2017年11月30日，温州市“五水共

治”论坛在温州大学岩松堂召开。“五

水共治”挂职干部、技术服务团专家代

表、各县（市、区）、市级功能区治水

负责人、相关高校师生代表、各技术

（产品）持有单位相关代表等300多位

专家学者应邀出席。 

今年大会的主题围绕“推动治水技

术成果转化、交流与合作，为2018年治

水工作谋篇布局”的主旨，并通过开幕

式、治水工作专题报告、治水经验分享

和“五 水 共 治”相 关 先 进 技 术（产

品）、治水案例推介四个部分展开。 

 在此次会议中，东深电子与多家相

关单位专业人员进行了交流沟通与洽

谈，介绍了公司的防汛值班支持系统、

水质监测与分析系统以及客户服务与资

产运维平台等水利信息化系列产品，得

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此次东深电子应邀参加温州市“五水共治”论坛，不仅体现了各相关单位对东深电子技

术产品的支持与认可，更展现了东深电子在水利技术方面的能力与实力。 

                                                        （华东业务中心）        

东深电子亮相温州市“五水共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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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新闻动态 

    2017年12月7日，由我司承建的广

西自治区防汛值班支持系统项目顺利通

过合同完工验收，评审专家及业主单位

对于我司研发的防汛值班支持系统给予

了高度肯定和赞扬。 

    项目验收小组由水利厅信息中心、

防汛办代表组成。会上，验收小组观看

了防汛值班支持系统演示,听取了建设

工作汇报，并针对汇报内容、项目资料

进行了详细的审核。经过质询和讨论，

一致宣布项目通过验收。 

    广西自治区防汛值班支持系统包括

定时必做、汛情提醒、处置事件、工具

箱等四大主要功能。通过建立防汛值班

的关键业务，掌握汛情态势，根据汛情

变化情况通过收发文、电话、传真、短

信、邮件等手段及时上传、下达防汛指

令，为自治区防汛办协调和指导各单位

开展防汛防风抗旱、应急抢险救灾及工

程调度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市场营销中心） 

广西自治区防汛值班支持系统顺利通过验收 

    2017年11月15日，佛山市三水区区

镇三防会商系统升级采购项目验收大会

在三水区水务局三防会议室顺利召开。 

    项目验收小组由三水区国土承建和

水务局、区数统局、区财政局、三防办

代表组成。会上，验收小组对工程质量

进行了检查验收，听取了项目建设工作

汇报，经过质询和讨论，宣布项目通过

验收。 

    该项目将三水区三防会商原有的模

拟系统升级改造为高清数字系统，并实

现无缝对接。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严格

把控施工安全，文明施工，根据实际需

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保证项目施

工进度，最终以安全生产施工零事故，

施工按时完工，设备运行良好，图像高

清流畅得到业主一致好评。为三水区水

务局防汛工作奠定了夯实基础的同时，

为三水区水务局领导决策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持！                     

（华南业务中心） 

    为了让新入职员工尽快适

应工作环境，满足工作要求。

东深电子客户服务与资产运维

事业部于12月16日在上埔泵站

开展了为期一天的运维新员工

入职参观、培训工作。 

    本次培训，在客户服务与

资产运维事业部副总经理张华

军的带领下，采用ppt讲解与现

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为运维

新员工详细讲解了泵站的系统

结构、操作方式、各系统之间

的联系、PLC机柜的数据采集等

内容。在参观、培训过程中，

新员工们认真聆听，积极互

动，讲师们更是耐心地解答新

员工们提出的问题，培训现场

气氛热烈，达到了预期目标。 

    此次运维参观、培训为运

维新员工提供了学习与发展的

平台，希望全体运维新员工通

过此次学习，能够尽快融入工作团队，在运维工作上实现自身的价值，积极进取，跟随公司

发展的脚步，同心协力，共筑梦想，不断提高！    

                                                （客户服务与资产运维事业部） 

高清开三防，丽音听指示 

——东深助力佛山市三水区视频会商系统改造 

2017年11月3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和系

统操作培训会”在南宁市举行，本

次培训对象主要包括省水资源管理

服务中心、广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南宁、柳州、桂林、梧

州、北海、玉林、百色、等市、县

级水利局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为使各级水资源工作人员尽快

熟悉建设内容、掌握操作系统，将

项目建设成果应用到水资源管理工

作中。广西水资源管理服务中心组

织了此次培训会。我司作为南宁、

百色、桂林三地级市项目的承建单

位，受邀出席了本次培训会。 

会上我司培训人员从整个取水

户监测站建设的系统架构、硬件设

备组成、基本故障现象、排查方法以及运维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与说明，并且在答

疑时间，结合会议现场取水户监测站的实物设备进行了实际操作演示，培训会上学员们认真

聆听，积极互动并对我司建设的取水户监测站及后期运维服务给予高度评价。会议最后广西

水资源管理服务中心领导对本次培训进行了总结与展望，表示通过这次培训使各级水资源工

作人员全面了解了项目的建设成果、系统的组成及软硬件的操作应用，为今后的水资源管理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华南业务中心） 

共筑梦想  不断提高 

 ——运维新员工入职培训 

我司受邀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和系统操作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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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行动去付出,用真心去对待。哪怕再枯燥无味的工作也会被怀念.同样有人会为你转身,

为你纪念。对此我有深刻的体会。 

                                                                  -题记 

“用一篇文字学习我们身边优秀的企业文化故事。”当我看到文章要求之后，我在想怎么

去发现身边优秀的企业文化故事。后来才发现，我已经在路上，已经被他们的工作态度与情怀

带入其中，他们用最简单的工作方式，让我们敬佩与学习。 

2017年8月17日，这一天我给广西南宁现场施工负责人郭礼洪（以下简称郭工）打了三次

电话，想采访下他最近项目的实施情况。最早的是上午9点左右，最晚是晚上7点左右，却都以

“在开车拉物料”“在工地上忙”为由结束了通话。而这一天我充满了想象，想象郭工那边的

工作场景：烈日当空，郭工左手拿着电话，右

手指挥着工人工作。工地上异常热闹，热火朝

天，豆大的汗珠从光着膀子的工人身上甩出。

郭工时而皱眉头，时而打电话，时而又放开嗓

子大叫，声音也变得嘶哑。后来我就把希望寄

托在微信上，在微信上给郭工留言，然而却在

晚上23点半以后得到了简短的回复，说第二天

一早给我电话。  

    2017年8月18日早上7点50左右，在来公司

的地铁上突然收到了郭工来电，让我很欢喜。

与郭工聊了短短的20分钟,却让我由衷的震惊与

钦佩。他说“昨天是在广西南宁一个地下30米

取水泵房安装设备，外面下雨，里面机组运行

的声音加上闷热，我们是蒸着桑拿放着Disco工

作着，真是又享受又痛苦。”言语之间让我哭

笑不得，我的心不由得揪起来。 

我身边的企业文化故事 

                  ——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 

    “你们是怎么下来的”我

问，他说“有螺旋楼梯”螺旋

楼梯”，听到之后我很惊讶。

心里盘算了一下30米的楼层需

要爬多久，更不知他一天需要

爬几次。然后我还傻傻的问一

句“里面有没有空调或者电

扇？”他回了我一句“你想的

有点多，哪里有办公室的舒

服。”当时我真想找个缝钻进

去。 

接着他说：“昨天没有做完，今天接着做。然后再去另一个地方装流量计。”我再次陷

入了 “30米井下”“螺旋楼梯”的沉思……。 

后来他发给我一些图片，这些图片不禁让我颤起来：厚厚的灰尘，老旧的设备，以及图

片中扎眼的黄色标示牌“注意落物”等。现场的环境也许更差，虽然工作环境是那么恶劣，

但是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等我看完这些图片，不由自主的说出：“郭工，等你回来，我一定找你碰杯。”然而聊

天就停留在我的独白上，我们的谈话就结束在8点10分左右。郭工也许又匆忙去处理工地上的

事情去了，他忙碌的背影又一次浮现在我脑海里。 

郭工就是在这样看似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在东深，有很多像郭

工一样奋斗在工作第一线的员工：他们没有节假日，没有怨言，坚守岗位，做好每一件事

情。他们是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的典范与楷模，用实际行动为东深的蒸蒸日上添砖加

瓦，为东深的美好未来撰写壮丽的篇章。                                                    

                                                         （供应链中心） 

    Excel正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汇报、财务统计等领域占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那么大家经常用Excel制作表格，处理数据，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呢？下面给大家

分享几个Excel技巧，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1.快速访问工具栏自定义设置（功能区命令与所有命令，粘贴值，可见单元格） 

 快速访问栏——右键——其他命令——选择命令——添加——确定 

 2.可见单元格   

 筛选数据——选中数据——单击“可见单元格”——复制——粘贴  

 3.查找重复值、删除重复值  

（1）“开始”选项卡——条件格式——突出规则——重复值    

（2）“数据”选项卡——删除重复项     

4.数据有效性           

“数据”选项卡——数据验证——允许“序列”——来源     

5.快速填充（向下填充，定位填充）    

选择填充区域——“Ctrl+G”——选择“空值”——输入

数据——“Ctrl + Enter”     

6.快速定位与快速选定   

（1）快速定位： Ctrl + 方向键                            

（2）快速选定： Ctrl + Shift + 方向键  

7.分列   

“数据”选项卡——分列——“符号”或“宽度”——查看样式——完成   

8.转置       

复制——右键“选怪性粘贴”——选择“转置” 

9. 批量去除数字上方的“绿色小三角”  

选中该列中带有绿色小三解的任意单元格，点击该列右侧，选择“转换为数字”即可 

10.非数值格式的数字转为数值        

乘以“1”，或者加上“0”       

11.快速录入 、          

在单元格内，输入R、T，修改字体为“Wingdings 2”    

12.带有合并单元格的排序         

选中对象——排序——取消勾选数据包含标题——选择序列、排列依据、次序 

13.如何制作斜线表头 

选中单元格——右键——设置单元格格式——边框选项卡——选择适用的线条——

单击边框添加斜线——确定——输入数据——按下“Alt+Enetr”分行调整位置即可 

 办公必须知道！Excel超级实用技巧13则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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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代码，遇见另一种美好  

（研发中心） 

如果你有一颗装满童话的心，如果你喜欢和水亲密接触，如果你想度过一个轻松又愉悦

的简单假期，长隆这种主题公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选择。2017年12月9日，研发中心便选择了

这样一个地方，来满足我们这群人的童心。 

珠海是个漂亮的临海城市，四季长青，气候温润宜人。一路上碧绿的海，艳丽的花，绿

绿的树，飞翔的海鸥，鸣唱的鸟雀，让人赏心悦目，让我们这群平时坐在电脑桌前敲代码的

人，忘记了疲劳。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刚迈入公园入口处，就远远看到

一个拱形长廊，硕大的穹顶是一个彩色大屏幕，屏幕中游弋着各种海洋动物，在音乐声中，

忽而一大群鲸鱼从人们头顶上游过，忽而又有一群海豚、章鱼、五彩斑斓的叫不上名字的鱼

儿游来游去，绚丽的海草在身边摇曳，神秘的魔鬼鱼从头顶掠过……人们置身于屏幕之下，

就会感受着犹如迷宫般缤纷多彩的海洋世界的乐趣。长廊的两侧，饭店、商店、一个连着一

个。几个身穿夸张小丑服装的工作人员，不时地摆出友好的姿态，向游客们招手、欢迎。     

天气晴美，很多室外的活动，都在我们的行程之列。像乘坐亚洲唯一的轨道千米，高23

米的水上过山车——“冰川历险”在冰川和山洞中穿行，去欣赏北极熊的英姿；像乘坐全球

轨道最长的、近20层楼高的飞行过山车——穿越神秘、令人惊秫的热带丛林深处，体验空中

自由翱翔的快感...... 

刚过这个五彩穹顶，就听到一阵阵机器转动声和人们亢奋的尖叫声，循声望去，原来是

过山车开动了，这可是青年人的喜爱，既惊险又刺激，富于挑战。一大群青年从四面八方，

边跑边兴奋的高叫着向游乐场涌去，瞬时，排起了长队。我们也随即加入了长龙。坐上过山

车后，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坐在车上的我们一行人还没准备好，过山车就慢慢启动了。

开始上坡了，冲上坡后的第一次下坡是预热，尖叫声也随之此起彼伏。那种下坡时的失重

感，巨大的压力，我勉强能忍受。

可到了第一坡倒立，我禁不住大叫

起来，忍不住闭上了眼睛，那种坠

落感很刺激，整个人想抓牢什么却

显得那般无能为力，脚够不到任何

东西，你有体验过从高空快速坠落

的感觉吗？那种感觉是害怕又兴

奋！在旋转坠落头朝下快速下冲

时，我已经叫不出来了，我不敢睁

团队建设 

开眼睛，就这么静静地感受着，就像是纵身跌入悬崖那般，没有着力点，你抓不到任何藤蔓，

你只能坠落。明知道很安全，心底还是抵不住恐惧。 

  一分多钟的行程，好似许久。离开鹦鹉过山车，我们走了进海洋馆内，仿佛置身于神奇的

海底世界。一条弧形水下长廊的顶部和两侧的玻璃屏障内，成千上万的珍稀鱼类犹如在我们的

身边一样，自由地游曳着。看着各种海底珍稀动物在身边畅游，呈现出一幅幅令人不可思议的

美丽画面，让游客们为之兴奋、倾倒。 

  我们三五成群，走在于灯光照射下，圆形穹顶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线中，时而一群鲸鱼慢

慢地游动着，时而一群五彩斑斓的、不同品种的鱼儿快速地在头顶游过，时而又是海龟…… 

  在世界上最大的鲸鱼馆中，我们观看了白鲸的精彩表演，也许是这些可爱的生灵们通人

性，在驯养员们的指挥下，它们时而跃出水面，时而穿越竹圈，时而用嘴推动着站立在水面的

驯养员，在池中快速游走，真够惊险、刺激的了。 

看完白鲸表演，我们一起来到了4D影院，在这里我终于亲自体验到了这种身临其境的乐

趣。当我戴上特制眼镜的那一刻，我便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鱼儿吐着舌头向我的眼睛游来；

螃蟹从银幕中伸出头，好像触手可及；落石扑面而来，让我下意识地左躲右闪，椅子也随着震

荡，仿佛忘记了自己在看电影！  

七点一刻在一座大花坛广场中传来一阵阵悠扬、悦耳的音乐声，这可是海洋王国中最庞大

的海洋主题花车巡游开始了，正巧被我们赶上，实属幸运。巡游表演的主题故事丰富多彩，只

见上百名身穿华丽服饰的各国演员，手拿着鲜花或表演器具或装扮成美人鱼、海龟、章鱼、巨

鲸等，前前后后簇拥着30多辆花车，边行进边表演边引逗着游客，很多大人牵着小孩的手，情

不自禁地加入到巡游队伍中，一起载歌载舞起来。看着这歌舞升平的场面，真是一幅世界人民

大团结的和谐画面，令人动容...... 

珠海长隆两日游很快就结束了，经过这两天的旅游，一解工作的压力，同时也体验到很久

没接触的大自然。这次的旅行是值得去的，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乐在其中，最喜欢的在水上漂

流，不仅仅是那种刺激，而是那久违的自由和心情的放松。身心得到了放松，接下来是努力的

工作，把那种坚持和团结的精神放到工作中去。 

  会当凌绝顶，谈笑凯歌还 

 ——塘朗山游记 

为了让部门员工能够在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余，放飞心情，享受自然。增强集体荣誉感

和团队凝聚力。11月18日，市场营销中心开展了一次爬山活动。 

活动以比赛的形式开展，公布爬山的规则后，大家鼓足勇气，奋勇攀登，最终女同事巾

帼不让须眉超过了男同事获得了比赛的前3

名。整个爬山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励，你追我

赶，充分展现了东深人力争上游的积极风

貌。 

    站在山顶，出过余汗，便更能感受到清

风徐来的佳处。凭栏远望四周，深圳的城市

风光尽收眼底，近处野草青青，远方高楼林

立。再远一点海岸线成了一道曲线，和连绵

的山脉写出了一曲欢快的乐谱。  

    回程路上 “欢声笑语回荡在山中，工

作中的紧张和压力得到了尽情的释放”。通

过这次爬山活动，使部门人员既锻炼了身

体、磨炼了意志，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同

时培育了部门积极向上的团队风貌，我们相

信，有了这样的团队气氛，大家一定会更好

的完成公司的各项工作。 

2018年1月6日，公司

在大会议室召开了2017年度

“优秀团队”和“优秀员

工”评选会，公司总经理郭

华、常务副总经理高华军等

领导以及候选团队代表、优

秀员工候选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公司各部门

推荐的7位候选团队代表和

20名优秀员工候选人，按照抽签顺序围绕团队或个人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演讲。演讲完毕后，评

选委员会根据候选团队及候选人的平时表现、所做贡献以及现场演讲情况进行投票。 

经综合评定，公司决定授予铁石水库项目组、北江信息化系统维护项目组2017年度东深

电子“优秀团队”称号，授予罗志斌、黄玉环、杨秀刚、卢发磊、郑海涛、袁志光、徐德安、

李帅、周云、肖祥丰、金绪普、吴国浩12名同志为2017年度东深电子“优秀员工”称号。 

本次评选活动在公司领导的指导下，对评选办法及过程进行了优化，首次实现了远程评

选，为奋斗在一线和外省各区域同事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此次评选条件的导向性更强，更

符合公司工作实际与优秀团队、优秀员工特点，候选事迹的代表性更强。公司号召广大员工以

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勤奋工作，敬业奉献，勇于创新，共同维护好、建设好东深

这一良好的工作平台，为东深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市场营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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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2017年度评优大会圆满举行 

（资源保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