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工运纵横本版编辑：郝振宇 版式：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18年4月29日 星期日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

长安区总工会：举行“追赶超越”表彰大会
本报讯（张永峰）4月 26日，西

安市长安区总工会在区行政中心二
楼大礼堂，召开 2017年度“追赶超
越”表彰大会暨庆“五一”文艺演出。

据悉，2017 年，长安区各级工
会组织广大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开展“奋力
追赶超越”立功竞赛活动，有力
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工会组

织、优秀工会干部和一线优秀职
工，全区形成“学先进、做标兵”的
良好氛围。

长安区总工会主席王治涛致
辞，区总工会副主席吴建波宣读表
彰决定，西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蔡全发、长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利学、长安区政协副主席宋萍向
25个先进工会组织、50名优秀工会
干部、101名优秀职工代表颁奖，与
会人员一同观看了由长安区干部
职工表演的10个精彩文艺演出。

略阳县：召开第四届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本报讯（张立 武文剑）4月26
日晚7时，由略阳县总工会承办的第
四届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劳动者礼
赞”在县体育馆隆重举行。15名从
全县各行各业先进干部职工群众
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接受了县
委、县政府的表彰奖励。40余个职
工方队和 50余名历届各级劳模共

2000多人观礼，表彰大会在大合唱
《劳动托起中国梦》中拉开帷幕。

此项活动的举办，在全社会
掀起向劳动模范学习，以劳模精
神引领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

“三个略阳”建设，为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城区总工会：用照片讲述追梦故事
本报讯（张毅）为更好地展示

新城职工奋斗创造“幸福新城”的
精彩瞬间，分享建设“幸福新城”的
追梦故事，展现参与改革创新的
圆梦历程。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来临之际，西安市新城区总工会
用优秀事迹宣传展板集中展示了

西安市五一劳动奖状等一大批先
进个人和集体，用优秀摄影作品
展现了职工群众在建设幸福新城
过程中的精彩瞬间。大力营造崇
尚劳动、团结和谐、聚力发展的浓
厚氛围。此次活动吸引了不少职
工群众前来观看。

本报讯（姬雨彤）4月25 日，榆
林市横山区总工会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劳模座谈会在区工人文
化宫会议室召开。来自全区各条
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代表、刚刚获
得榆林市五一劳动奖章的代表及
总工会全体干部职工共 30余人参
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区总工会
常务副主席王清明主持。

区总工会主席雷军对各位代
表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的
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各位
劳模代表突破发展、勇于创新、发
挥自身特长让我区劳模创新工作
室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4月 26日上午，区总工会就参
加座谈会的全体劳模代表在横山
区红会医院进行免费的健康体检。

横山区总工会：为劳模代表进行免费体检

本报讯（余建军）4月24日，为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劳模示范
引领作用，汉中市汉台区总工会组
织召开了全区各级劳模、基层工会
主席代表 40多人参加的庆“五一”
劳模座谈会。

座谈会前，组织劳模参观了汉
中天汉文化长街、汉中市兴汉新区、
汉中高新技术开发区、汉台区狮子

营村新农村建设，会上 7名省市区
劳模代表立足岗位，围绕如何发挥
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做了精彩发言。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工会组织
要大力营造向劳模学习的氛围，弘
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
凝聚思想共识，提振精气神，激发
正能量，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切实发
挥主力军作用，为加快追赶超越、
实现强区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汉台区总工会：组织劳模座谈共庆佳节

本报讯（通讯员 孟锦）4月 28
日上午，西安市雁塔区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大会在区政府
举行。大会命名西安雁塔祈康中
西医结合医院儿科等 12家单位为

“雁塔区工人先锋号”，授予雁塔区
委宣传部等 8个单位为“奋力追赶
超越、服务雁塔发展先进集体”称

号，授予李超军等 8 人为“雁塔工
匠”、余虎刚等 8人为雁塔区“五小
活动”创新能手、杨英琪等 22人为

“雁塔区最美标兵”称号。
区委书记赵小林希望获得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珍惜此
次荣誉，发扬成绩，为雁塔早日实现

“三个率先”目标而努力奋斗！

雁塔区：鲜花送给先进单位和个人

本报讯（王效民）4 月 26 日
上午，西安市莲湖区区委、区政
府隆重召开 2018 年莲湖区劳动
模范暨先进集体表彰大会。

会议由莲湖区委副书记王
军同志主持，区委书记、区长和
文全讲话，区人大主任吴俊毅、
区政协主席陈宝玉、区政府常务
副区长郝生旺、区总工会主席李
渊出席表彰大会并为受到表彰

的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颁奖。
劳模代表姚巍和先进集体代表
老城根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霖做大会发言，劳模代
表耿娟宣读倡议书。

区委、区政府决定，授予洪涛
等 50 名同志“莲湖区劳动模范”
称号，授予西安老城根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等 5 个单位“莲湖
区先进集体”称号，并予以表彰。

莲湖区：50名劳模受到表彰奖励

本报讯（通讯员 孙虎虎）4月24
日，由府谷县劳动竞赛委员会、府谷
县总工会主办的庆“五一”劳模茶
话会暨《劳动者之歌》首发仪式在
山水阳光酒店举行。榆林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府谷
县委书记杜寿平，县长杨成林，县
政协主席白雪梅，县委副书记杨鹏
程等全体在家县级领导与全县各
条战线的80余名中、省、市劳模代
表欢聚一堂。活动由县总工会主

席、县政府党组成员段智博主持。
与会嘉宾观看了记载着府谷

各界劳动模范勇立潮头、奋勇争
先的专题片《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杜寿平、杨成林为《劳动者之
歌》一书开卷。《劳动者之歌》一书
采取报告文学形式，生动地展现
了全县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和责任
担当。共青团府谷县委书记朱国
锋代表群团组织发言。

府谷县：《劳动者之歌》一书首发

本报讯（刘应珊 柯尊丽 邱吉
磊）4月24日上午，平利县总工会组
织全县各行各业的20余名全国、省、
市、县级劳模代表，在县总工会主席
王绩双带领下，开展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的观摩座谈活
动。劳模们来到全省首家“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馆，观看了
贺龙元帅入党介绍人、革命先驱廖
乾五同志革命事迹记录片，回顾党
的光辉历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重温入党誓词，对标先进典型自我
评估。随后又实地参观了全国劳
模洪善存生态观光茶园及制茶车
间，详细了解了洪善存在发挥劳模
带头作用助力脱贫攻坚、助力美丽
乡村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观摩结束后，劳模们在一起敞
开心扉，说变化、谈感受，大家一致认
为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崇尚劳动，
始终走在群众前列，以实际行动为
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平利县总工会：组织劳模进行观摩座谈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4月 28
日，省土地建设集团公司召开首届
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党光谱、郝起
礼、温鹏飞 3 名同志被授予“陕西
地建集团劳动模范”称号。

据悉，这 3位劳模长期扎根一
线，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勇于创新、
积极上进、主动作为、甘于奉献，作

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用最朴实的行
动诠释了新时代地建人的优秀品
质和精神风貌。其中，党光普荣获
2018年“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本次劳模评选活动，掀起该
集团广大干部职工崇尚劳模精
神、学习先进事迹、争当劳模新
热潮。

省地建集团：3名职工荣膺首届劳模称号

本报讯（高三三）4 月 27 日上
午，神木市举行2018年劳模表彰大
会。市委书记张生平，市人大副主
任王知学，市政府副市长龚兴中，
市总工会主席、市长助理刘光秀，
市政协副主席白枝堂出席表彰大
会并颁奖，市长封杰主持大会。

此次大会，授予高瑞亭等39名
同志“神木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市
总工会主席、市长助理刘光秀宣读《关
于表彰神木市劳动模范的决定》，神
木市第四小学的同学们为会议做了
献词，劳模代表许婷宣读了倡议书。

市委书记张生平向全市各行
各业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
候。希望广大劳动者担负起历史
的重任，用勤劳的双手和非凡的智
慧，奋力谱写神木新时代追赶超越
的华美篇章。

市长封杰强调，全市要努力营造
关心劳模、爱护劳模的良好氛围。各
级工会组织要加强对劳模的关心、关
怀和关注，抓好劳模管理服务工作规
范化建设，建立完善有利于调动劳
模积极性和加强劳模管理的长效机
制，不断提高劳模管理服务水平。

神木市：39名劳动模范走上领奖台

本报讯（罗维）在一年一度的
“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西安市未
央区总工会采取多项举措，适时筹
办关爱职工健康知识系列讲座，在
全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4月12日下午，未央区总工会
邀请西安市红会医院骨质疏松科
主任曾玉红，在大明宫街办六楼
会议室为来自区内各行各业的
100 多名职工代表讲授了骨质疏
松症的防治知识。4月 19日下午，
邀请原西安市第二医院业务院
长、现西安市第九医院纪委书记
胡翔，在未央区方新小学为来自

全区的 70 多所中小学近 200 名教
职工代表讲述了脊柱疾病的防治
知识。4 月 20 日下午，邀请西安
市第五医院原副院长职利琴，在
辛家庙街道办事处会议室为基层
街办的 60 多名职工代表讲述了
从中国膳食指南谈心脑血管疾病
防治知识。4 月 24 日下午，邀请
西安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杨
红娟，在徐家湾西航公司培训中
心为西航公司的 100 多名女职工
代表讲述了宫颈癌防治知识。此
次关爱职工健康知识系列讲座，
受到区内广大职工的欢迎。

未央区总工会：举办系列讲座关爱职工健康

本报讯（崔巧玉）“五一”国际
劳动节来临之际，咸阳市秦都区
总工会为全区 18 名离退休市级
劳模发放每人 960 元荣誉津贴，
共计 17280 元。在劳模津贴发放
过程中，按照专款专用，建档发
放的原则，杜绝漏发、错发、挪用
等问题，确保资金发放公开公
正。入户看望慰问 4 名市级困
难劳模，并为每人送上慰问品及

1000 元慰问金。
近年来，该区总工会加大劳模

工作力度，每年在完善各级劳模电
子档案的基础上，安排一次劳模疗
养；在春节、中秋等重大节点组织
召开劳模座谈会，并结合全区发展
大局，组织劳模到企事业单位宣
讲；利用基层黑板报、工会网站，宣
传劳模事迹、劳模精神，为广大职
工树立工作榜样，传递正能量。

秦都区总工会：为劳模发放荣誉津贴

全省各地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

我叫麻建军，是宝鸡机床集团有
限公司数控一车间的试车工。我在
数控车工岗位上干了29年，从一名普
通操作工成长为高级技师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我觉得十分荣耀。

29年来，我参与完成中高档数
控机床和重点新产品开发试制30多
项，完成“交钥匙”重点工程和国家
重大专项任务 50多次，解决客户加
工技术难题上百项，取得技术创新
成果20多项。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主要成员，我曾被评为“集团
劳模”“宝机工匠”“省技术创新标
兵”“省十大杰出工人”。

我秉承“匠心智造”服务理念，
用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件产品。我经
常主动揽下“硬骨头”，也曾连续 40
多天吃住在工作现场。在承担
BM63150C 精密数控车床研发任务
时，我大胆创新，对主轴后端回油结
构进行优化，调整切削参数和工件
装夹方式，圆满完成工艺试验，获得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春燕奖”，
把公司第一台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成
功推向高端市场。

我先后自学了 20 多本专业书
籍，整理出 20 多万字的学习笔记，
对各类数控加工原理烂熟于心，对
国内外知名数控系统应用自如。日
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传帮带作用，
把“绝活”“绝招”毫不保留地传授给
年轻同志。这些年我共带出徒弟30
多名，他们都成了公司的技术骨干。

什么是工匠精神？我认为就
是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诚实守信，
这是我们产业工人的坚强信念。
基于这种信念，我对自己高标准严
要求，工艺规定允差 0.01mm，我自
己要努力干到误差 0.005mm。我加
工过的零部件一直是零失误、零差
错、零投诉，交检合格率 100%，连
年被评为“质量免检个人”。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新时代
赋予我们新使命，新机遇成就我
们的新梦想。我要倍加珍惜这份
荣誉，努力走在新时代前列，继续
发挥高技能人才在企业改革创
新中的标杆示范引领作用，为实
现我省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用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件产品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麻建军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我们西
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
职工倍感光荣，深受鼓舞。

近年来，我们坚决贯彻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聚焦航空主业，积极构建
空中丝绸之路，努力当好发展“三个经
济”排头兵。目前，已经有64家航空公
司115架飞机驻场，通航196个城市，通
达23国。2017年旅客突破 4000万人
次，形成向西开放、丝路贯通、美澳直
达、五洲连通的国际航线网络，构建

起我省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的航空
大通道。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始终把优质服务作为机场发展
的价值和使命。通过打造“畅想旅行”

“便捷出行”及“智慧服务”系统，试行
“人脸识别”技术和“一证通关”，提高旅
客出行便捷度，获评“中国区域最佳机
场”“民航机场协会服务质量优秀奖”。

二、始终把安全高效运行作为管
理运行重点课题。探索四千万量级大
型机场运行模式，构建“421”运行体

系，研发协同决策信息系统，运用大数
据、智慧化，2017年机场航班正常率居
全国第一，机场运管经验在全国推广。

三、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事
业发展基础保障。通过实施“鸿燕鹞
鹰”和“能工巧匠”计划，创建劳模示
范岗和工人先锋号，着力打造复合型
管理人才、高素质专业人才和高技能
员工“三支队伍”，推动实现人人尽展
其才，人人皆可出彩。

四、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企业发
展的政治保证。不断加强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强化党委议事决策机制，确保
股东决策、经营层管理与党委政治领
导核心的有效衔接，营造了干事创
业、忠诚奉献的浓厚氛围。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
新作为。民航强国、陕西担当；陕西
发展、机场争先。我们一定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
部署，永葆奋斗姿态，主动作为担当，
努力打造“国际运输走廊”和“国际航
空枢纽”，向全省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图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文革代表获奖单位
发言）

做奋力追赶超越的排头兵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