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张西凤 版式：张 瑜 校对：心 路版 综合新闻
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2

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32个）

西安四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清华德人西安幸福制药有限公司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
铜川市新区保洁绿化公司
富平县人民法院
韩城市教育局
延安市人民医院
榆林市国家税务局
汉中燕航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安康市高新中学
商洛市地方税务局
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第四〇一所
陕西核工业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庆华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第四十三研究所
西安机电信息技术研究所
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银行咸阳市中心支行
陕西太华旅游索道公路有限公司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渭分公司
陕钢集团韩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东站

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85名）

强 涛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自动化组组长
汤华冰 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客修事业部技术质量处主任工艺师
傅 晨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六号车间加工中心操作工
郑云琦 陕西红旗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吉中合资萨硫特有限责任公司

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维修班维修电工
陈 杰 陕西宝塔山油漆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事业部产品中心聚氨酯组

技术员
常海兵 三原石油钻头厂机加工车间电气焊组班组长
韩盈盈 铜川市耀州窑陶瓷发展有限公司陶瓷雕刻设计师
杨 波 渭南市自来水公司检漏班班长
杨朝华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西安绕城分公司绕北管理所

未央收费站二班收费员
李志坚 陕西银河煤业开发有限公司机电队队长
高鹏程 陕西大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员
雷正春 南郑县金正米业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包装操作工
庞文强 国网汉中供电局运维检修部输电运检室输电带电作业班班长
黄 卫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钳焊厂钳工
张 梁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燃烧室优良制造中心班组长
张 婷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九研究院十六研究所

五车间单板装配班班组长
诸国柱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维修部维修工
刘荣安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车事业部生产调度
李 锋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壳体三车间

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
孙俊峰 陕西陕煤澄合百良旭升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综采队采煤班班长
豆河伟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榆林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技术监督专责
田建莉 中国东方航空西北分公司地面服务部旅客一分部班组长
张 斌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陕西铁道工程勘察有限公司勘测部

勘测工
唐宏军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交大创新港项目劳务部瓦工
李 波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电务段西安车载车间工长
李建伟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营销公司业务员
李彬刚 彬县自来水总公司管道维护股维修工
高小军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宝塔采油厂总会计师
郝小安 安康市自来水公司安装抢修队队长
李迟根 陕西中昌科技有限公司机电组机电维修工
王清燕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氟硅化工有限公司质检中心主任
孙军平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五分厂精加二班班长
徐 杰 陕西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部播音科科长
王永峰 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富士康AR1餐饮中心烹制班厨师
贾 琳 陕西省人民政府机关综合服务楼管理中心餐饮部经理

李 莉 中国银行西安咸宁路支行辖属开发区东区支行对公柜员
党光普 陕西地建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测绘一大队队长
王 鑫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总监
何志堂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四中队中队长
李 慧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运行中心运行提升经理
王 磊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陕西元成电力有限公司

榆林事业部绥德项目部经理
杨玺文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项目部生产经理
卢海军 中交二航局渭清公园提升改造工程PPP项目经理部经理
李 莉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商分公司商州北管理所洛南收费站站长
李颖毅 宝鸡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肖 卫 渭南市临渭区杜桥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王秀玲 韩城市花椒研究所总工程师
冯云鹏 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校长
郝 哲 榆林市农垦服务总站农垦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
张秀珍 安康市初级中学教务处主任
马平富 丹凤县第一小学校长
孙建军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协同作战事业部项目副总师
王岩松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五研究所第八研究部主任
田东方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九研究院第七七一研究所所长
邓 滢 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硕士口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
安芷生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云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ISN国家重点实验室

图像编码与处理研究中心主任
刘江南 西安工程大学党委书记
王军玲 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教师
李满良 陕西省泾惠渠灌溉管理局局长
周苏萍 咸阳市机关幼儿园园长
靳康鹏 铜川市卫计局宣传科技教育科科长
聂 超 杨凌示范区经贸发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商务科主任科员
万 东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
纪永财 佛坪县总工会工人俱乐部主任
韩君良 西安公路研究院道路研究所所长
王辉平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 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铜川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建良 延长油田丰源实业总公司总经理
刘家全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院长
王凤进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校区校长
惠西平 陕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社长
刘金平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莹巧 西安市荞麦园美术博物馆馆长
雍 涛 西安秦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天雄 洋县钒钛磁铁矿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斌成 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刘建国 北方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京才 西安卫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兵 陕西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克峰 陕西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东锋 陕西粮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殷伟民 陕西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延宏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 杰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朔铁路分公司总经理

陕西省工人先锋号（100个）

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中科创星科技产业化团队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切片工厂制造五部切片一班
西安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麻醉师》剧组
西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织造车间B班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物流运营一部业务一组
西安世纪盛康药业有限公司提取车间提取班组
西安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医疗组
西安经开区管委会吉利新能源汽车产业化项目招商团队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公司宝鸡输送管公司制管一分厂
宝鸡中燃公司压缩天然气公司光明加气站
宝鸡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公司4路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压铸车间模修组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厂制丝车间微生物线
乾陵管理处景区宣传讲解班
陕西华浩轩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装置班
陕西隆翔停车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工艺车间技术研发部
咸阳蓝博机械有限公司第二车间热处理班
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高家堡煤矿副井提升班组
铜川市耀州区城鑫城市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院项目部
陕西东铭车辆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锻件事业部大半轴锻造班
铜川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第六分公司606班组
铜川市妇联巾帼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家服部
渭南高新区市政工程处道路保洁组
渭南公路管理段机械作业队

渭南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班组
潼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秦东中队
渭南市园林绿化处管护队
陕西海燕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焦化二厂化产车间粗苯工段甲班
韩城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炭黑车间
陕西强大实业有限公司文化部
甘泉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长气田采气二厂

延969采气大队柳湾集气站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延安热电厂发电部集控运行一班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志丹采油厂双河采油队双572采油站
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发行线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303电仪工段
陕煤集团神南张家峁矿业公司综采一队生产一班
府谷京府煤化有限责任公司金属镁厂制球车间维修组
榆林市清水工业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采兔沟泵站水泵运行组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榆林炼油厂联合四车间运行二班
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拉削刀具车间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片剂车间包衣组
汉中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清运队
陕西省水务集团略阳县水务有限公司管道安装队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总装中心挠性陀螺班组
白河农商银行营业部
陕西泸康酒业（集团）公司成品二车间二班
宁陕县医院儿科
陕西中烟旬阳卷烟厂动力车间机电空压班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石泉水力发电厂发电部水调班
陕西省商南县医院内分泌科
柞水县旅游公司导游部
陕西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陕西红旗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镇安分公司粉状制造车间
陕西平安汽车运输集团杨凌汽车站售票班
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固体制剂车间制粒班组
杨凌示范区地方税务局税收政策管理科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精益加工中心钛合金结构件单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西安分院

有效载荷总体部天基测控创新团队
中航飞机起落架燎原分公司液压附件厂二工段车工三班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五研究所王聪会数控加工创新团队
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制造中心十车间105组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教育教学部实训中心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9厂903车间9031班组
西安泰金工业电化学技术有限公司玻璃封装车间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行西安高新支行
西咸新区国家税务局秦汉新城税务分局税源管理二科
紫阳县地方税务局蒿坪税务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泾阳支公司
陕西省卷烟材料厂动力车间
陕西省西安汽车站客运服务部售票班组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长分公司机场管理所六村堡收费站
陕西省公路局路政大厅路政与法规处
陕西省女子监狱四监区
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绥德水文站
陕西省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监理部
陕西省交口抽渭灌溉管理局固市抽水管理站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液压技术与装备研究所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本部机床厂总装工段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三院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三星桩基工程项目部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研究所设计一室
陕西有色金钼集团金钼股份矿冶分公司钼炉料产品部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市政所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钢结构分公司油箱钢构车间箱壁班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勘测班组
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电磁法研究所
中煤地下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软件研发事业部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渭南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度班
陕西汉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蜀河水力发电厂发电部运行三值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沣西国际大厦项目部
中交二航秦汉新城五陵大道市政工程项目部
中交二公局三公司佛山地铁2号线盾构班组
中铁七局集团西铁工程公司北京地铁19号线项目部
中建五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西咸金融服务港及绿廊项目部
中建三局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项目部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制造安装分局兰州市水源地项目部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老挝南欧江

七级水电站（主体工程）项目部
西部机场集团航空地勤（西安）有限公司国际客运部四叶草班组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中工务段综合车间阳平关探伤工区

2018年陕西省五一劳动奖拟表彰人选（集体）公示

（上接一版）

两个“大手笔”

现在，尽人皆知，这是西安市总打造实力
工会的两个“大手笔”，但在当初很少有人能看
出来。

第一个“大手笔”：2009年，用“第一桶金”
在鄠邑区草堂寺以西征地452亩。当时每亩只
有36万元，现在的评估价是60多万元，仅土地
增值1亿多元。

以土地为主要资产，又与陕西煤化集团合
作，入股组建了陕煤建强有限责任公司，由该公
司投资15亿元，建设35万平方米的健康养老示
范园。其中，一期工程已于2017年11月动工。

三年之后，这里将依托草堂寺悠久深厚的
佛教祖庭文化、秦岭北麓风景气候和优质的草
堂温泉资源，崛起一片工会新的优质资产。

第二个“大手笔”：对濒临绝境的西安市工
人疗养院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2013 年，机
制、方向全新的西安市工会医院开工。

这是一家引进世界知名的法国多慰公司
养老理念，实行全员聘用，建设并管理的，集医
疗、养老、康复、疗养于一体的全新医疗养老
机构。通过工会投资、多方融资、争取财政支
持等，先后投入 6.2 亿元，拥有 63000 平方米、
1200张床位，其中，陕西省总拨款 1000万元，
西安市政府先后拨款2亿元。

该院于去年 5月 1日正式开业，即显示出
适应社会需求的良好前景，特别是高端的养
老供不应求。

据统计，西安市总工会建设实力工会以
来，在推动工会经费地税代收工作以及基层
工会的努力下，工会经费保持连年增长，
2017 年较 2013 年翻了一番，是 2007 年的 10
倍。同时，新增工会用地近 500 亩，新增房
屋超 10 万平方米，工会资产增值居于全国

十五个副省级城市前列。

“心有余，力也足了”

春节前夕，一架满载着返乡过年农民工的
飞机降落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而就在飞机
降落前，西安市总工会安排的三辆绿色大巴车
已经等候在停机坪，准备将农民工们免费中转
到市内各车站。此外，市总还向所有农民工发
放了爱心礼包和后半程车费。

“工会想得太周到了。”在福州打工的汉中
小伙秦正华表示，实打实的帮助让他们这些在
外打拼的乡党倍感暖心。

今年，西安市总“两节”送温暖活动的标准
又进一步提高，款物合计达到2095.66万元，早
已不复十年前只能“号召基层包饺子”的模样。

有了实力，工会服务职工的拳脚越使越
开。去年，西安市107个工会爱心驿站落成，可
以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吃饭，如厕等 10余
项服务。工会普惠服务卡累计发放超过 6 万
张，持卡职工可享受 9 大类 100 余种便民服
务。西安工会医院先后为1万余名困难职工和
劳模免费体检。在距离西安市区约 30公里的
秦岭北麓，占地面积 400余亩的西安职工大学
新校区和疗养新区正在有序动工。未来，这里
将成为西安市职工提升个人素质，享受更高水
平养老、文化服务的新园地。

与此同时，基层工会为之大大加强。近年
来，西安市总对13个区县工会每家以奖代补50
万元至 70万元，使其全部建成了帮扶中心，也
显著改善了办公用房。针对基层工会干部严
重不足的瓶颈，市总争取到326个公益性岗位，
使街道工会也有了专职工会干部。仅此一项，
每年工会要补贴2000万元。

“现在服务职工，我们是心有余，力也足
了！”西安市总常务副主席蔡全发由衷地感叹。

工人日报记者 毛浓曦 曲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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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秦闻）4月 14日至 15日，
陕西省国资委联合省人社厅、省外专
局，组织 35家省属国有企业，参加了
在深圳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
交流大会。这是陕西省首次组织较大
规模的国有企业代表团赴深圳参会。
据了解，活动共提供 800多个中高端
专业人才岗位，收到简历 7000余份，
初步达成签约意向的有260多人。

此次活动由省国资委人才办具
体策划组织，陕西金控集团、智联招
聘承办。本次招聘活动旨在加快推
动人才国际化战略，面向全球开发
人才智力资源，发挥企业联合招聘
的集聚效应，大力吸引更多海内外
优秀人才来陕发展。

家住宝鸡市长岭
社区的 91 岁抗美援朝
老战士徐文达，十几年
来一直胸怀一个愿望，
那就是在自己去世后要
捐献角膜，使需要移植
角膜的患者重见光明，
为社会奉献爱心，也让

自己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徐文达老人日前因病去世，子女根据

他生前遗愿，替老人将他的眼角膜捐出，
完成了老人的心愿。

上世纪 80年代起，为满足医学教学和
科研需要，我国开始开展遗体与角膜捐献

相关工作，这与红十字会的“保护人的生
命和健康”的宗旨一致。遗体、器官、组织
捐献这类大爱奉献，对于移风易俗和精神
文明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老人去世当天，他的家人就与陕西省
红十字角膜捐献西安工作站取得了联
系。3 个小时后，陕西省红十字会眼库的
工作人员在长岭医院为老人摘取了眼角
膜，在医务人员和家人亲属的见证下完成
了老人的遗愿。

在现场，老人的爱心奉献感动着所有
的亲属、子女和社区居民，大家集体向老
人默哀表示敬意。老人的善举，弘扬了

“器官捐赠，大爱无疆”的精神，也在长岭

社区引起强烈反响。
“居民去世后捐献器官，这在长岭社

区尚属首例，徐文达老人这种崇尚科学、
移风易俗、高尚品质和博爱精神，很值得
倡导和称颂”，长岭社区主任说。

长岭厂一位退休老领导写了一篇题
为《高尚的品德 美好的心灵》的追忆文
章，深情回忆了徐文达老人的生平事迹，
从点点滴滴平凡的琐事中再现了老人的
高尚情操。

老人现年已 76 岁的五弟说：“我哥哥
生前为人和善，做人淳朴，做事低调，心怀
公益事业，他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家人学
习和传承！” 通讯员 范源

91岁老战士身后捐献眼角膜

新闻

4 月 18 日，在
西安北站东侧的专
用停车场内，有用
车需求的旅客只需
扫一下二维码，下
载手机客户端，完
成实名注册，就能
享受自驾体验。

这种高铁+共
享汽车的服务，是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旅客提供的
服务新模式。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