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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在宁夏海原县新疆昌吉-安徽古泉±
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项目工地，随着最后一
个连接避雷器的间隔棒安装到位，标志着西安西电避
雷器有限责任公司为该工程特制的3台直流避雷器全
部安装完成。 袁景智 摄

渭南市总工会

传达学习省总十三届十次全委会精神
本报讯（王京）5月 8日，渭南

市总工会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
议，传达学习省总十三届十次全
委会精神。

会上，渭南市总工会对劳模
宣传、调查研究、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工人文化宫建设等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要求工会干部把学
习贯彻省总全委会精神特别是习
近平回信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营造
关爱劳模、弘扬劳模精神的浓厚
社会氛围，在全市汇聚追赶超越
的正能量。

“匠心”成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热词”

新华社天津5月9日电（记者
翟永冠）第十一届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日前在天津举行，“匠
心”成为赛场内外的“热词”：参赛
选手是否具有“工匠精神”成为竞
赛重点，对“匠心”的讨论也引发
赛场内外多人参与。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教
育部发起并牵头，联合国务院有关
部门以及有关行业、人民团体、学
术团体和地方共同举办的职业院
校学生综合技能竞赛活动。记者
观察到，本届技能大赛，90%以上的
赛项将职业素养纳入考核范围，注
重对选手“工匠精神”的考察。

赛场之外，更多人对“匠心”
广泛讨论。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

学党委书记张兴会说，技能大赛
期间探讨“匠心”意义重大：从
2016年到 2018年，“工匠精神”三
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前不久国
家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

对于如何培养学生的“匠
心”，天津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

“大国工匠”崔蕴认为，对祖国事
业的无限热爱和对技术技能的不
懈追求是成为大国工匠的必要
条件。天津滨海新区中小企业
协会会长李坤说，职业院校要做
好内涵建设，弘扬工匠精神培育
创新精神。

90%以上的赛项将职业素养纳入考核范围

住建部再次发声

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

王优玲）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
了解到，住建部负责人9日就房地
产市场调控问题约谈了成都、太
原两市政府负责同志。约谈强
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毫不
动摇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房地产市
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
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因城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确保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约谈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采
取有力措施，认真落实稳房价、稳
租金的调控目标；要加快制定住
房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增加有
效供给，抓紧调整土地和住房供
应结构，大力发展中小套型普通
住房；加强资金管控，有效降低金
融杠杆，防范市场风险；大力整顿
规范市场秩序，加强预期管理和
舆论引导，遏制投机炒作，支持和
满足群众刚性居住需求。

成都、太原两市政府负责同
志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好地方
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主体责任，采
取有力措施，确保市场稳定。

这次约谈再次强调，坚持房
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
松。这是继全国两会“部长通道”
后，住房城乡建设部再一次表明
坚决的态度。

据了解，“五一”前住房城乡
建设部还约谈了西安、海口、三
亚、长春、哈尔滨、昆明、大连、贵
阳、徐州、佛山等10个城市政府负
责同志。

4月26日上午，刚刚被全国总
工会推荐为一线劳动者典型的麻
建军，来不及与同事分享这一殊
荣，便匆匆赶往蔡家坡镇的一家
企业进行售后服务。

48岁的麻建军是宝鸡机床公
司数控一车间数控车试车工。参
加工作 20多年来，他凭着精湛的
技术和一颗“匠心”，参与完成重
点新产品开发试制与国家重大专
项任务 30多项，取得创新成果 20
多项，完成重大专项机床的试车、
调试和售后服务任务 50多次，为

客户解决加工技术难题百余项。
1994年7月，麻建军被分配到

宝鸡机床厂机加车间，当了一名
车床操作工。面对一台台高精尖
设备，仅有中技文化程度的他，在
干中学、学中干，逐渐将各类数控
机床的加工原理、内部结构、编程
方法等熟记于心。

“实践、琢磨、学习，要不间
断。”谈起成才之路，麻建军平静
地说，“新产品层出不穷，新机床
对工艺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不
断学习，才能跟上发展的需求。”

2015年，重庆一家公司的重
点合同交货在即，可由于加工难
度大，无法保证按期交货。面对
困局，麻建军主动揽下了这块难
啃的“硬骨头”。他连续工作十几
个小时，拿出了加工工艺路线、编
出了程序、做出了相应的工夹具、
配置了合适的刀具，最终完成了
14台数控机床调度试车任务。

有一次，在江苏盐城客户的 4
台CK7525机床出现问题后，麻建
军立即赶赴现场，通过优化加工
程序、改进工艺、合理选用刀具

……出色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
由此树立了宝鸡机床良好的品牌
形象，也为企业赢得了大量订单。

近年来，麻建军还参与了多
项国家高档数控机床科技重大专
项研发试制任务。他配合课题组
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突破
了大批关键加工技术。

在“传帮带”中，麻建军
把自己的“绝活”“绝招”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了青年技术骨
干，培养出了一批能打造“中
国好机床”的能工巧匠。

“工艺误差要求 0.01毫米，就
要努力做到 0.005毫米。”麻建军
自信地说，“只有发扬工匠精神，
拥有一颗匠心，才能在智造中打
造出‘中国好机床’。”

本报记者 薛生贵

匠心+智造=“中国好机床”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宝鸡机床公司职工麻建军工作中的麻建军工作中的麻建军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在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

精神中，全省广大职工对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了更加深刻认识。

为了在全社会营造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的浓厚氛围，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以优异成绩迎接陕西省

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从今日起，本报开设《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工匠篇》专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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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语

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工匠篇工匠篇

要通过工作创新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省总工会主席白阿莹在汉中调研时强调

本报讯（通讯员 工研）5月 8
日至 9日，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
席白阿莹一行在汉中市深入基
层工会和企业，与基层干部和技
术工人座谈交流，就新时代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问题进行专
题调研。

白阿莹指出，产业工人是工
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

量。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方针，全面提高产业工人
队伍素质，实现我省追赶超越发
展的具体实践，事关改革发展大
局，事关产业工人根本利益。

白阿莹强调，在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

的时代，着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和阶级基础，着眼在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
动，着眼陕西发展“三个经济”，
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
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
产业工人队伍，意义非同一般。

白阿莹要求，各类企业都要
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

深化企业改革的大事来抓，采取
一切办法保存和发展企业的“核
心动力”。要关爱一线工人特别
是技术工人，通过创建劳模（技
师）工作室、开展劳动和技能竞
赛、奖励和推广技术创新成果等
方式，不断提升产业工人队伍整
体技能素质。各级工会组织要
通过组织建设创新、维权机制创

新、活动方式创新，不断推动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更广泛地
把产业工人团结凝聚在党的周
围，更有效地维护产业工人合法
权益，更全面地提升产业工人精
神文化生活。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主席张仲茜，副主席、省国防
工会主席吴志毅等一同调研。

编辑：章 琦 版式：张 瑜 校对：大 可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生
殷博华）昨日上午，以“新时代 新
秦商 新作为”为主题的第九届全
球秦商大会在西安开幕。来自全
国和世界各地的秦商代表共聚陕
西宾馆大会堂，共叙乡情友谊，为
新时代陕西发展献力献策。

当前，陕西追赶超越，打造
“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
济”的步伐正在加快。“三个经
济”的组合拳将帮助陕西建设内

陆改革开放新高地，打造陆海内
外联动的重要节点，东西双向开
放的重要门户。

万通集团创始人、御风资本
董事长冯仑表示，秦商发展机遇
正处在历史最好的时期。现在
秦商们的舞台更大，前途更宽
广。而陕西的市场环境、政策环
境也都给予秦商更大的支持，秦
商们也会更积极地参与陕西的建
设和发展。

据了解，作为第三届丝博会
的重要会议，第九届全球秦商大
会还将举办“新时代 新秦商 新
作为”主题论坛、“五新”战略专
题活动等多场活动。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秦商代表，以及全国知
名央企和世界500强企业代表、重
要国际组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社会组织负责人代表、著名专
家学者和海外高层次人才代表等
1300余人参加。

全球秦商代表共聚西安
推进陕西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震后十年看汉中震后十年看汉中 青山绿水气象新青山绿水气象新

“5·12”汶川地震时，与四川毗邻的汉中市宁
强、略阳等县遭受重创。地震十周年之际，笔者再
次来到曾经满目疮痍的灾区，看到的是汉中城乡
面貌已焕然一新。

十年来，汉中市坚持以灾后恢复重建为契机，
攻坚克难，谱写了经济大发展、城乡大变化、民生
大改善的崭新篇章。图为汉中市区一江两岸旁的
汉江湿地公园。 陶明 摄

本报讯（苏阳）笔者从省发展改革
委获悉，我省企业投资备案类项目均
可通过陕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办理所有备案手续，真正实现“不
见面”办理。这是我省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陕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是我省审批类、核准类和备案类项
目申报审批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截
至 2018年一季度，全省累计通过在线
平台办结项目3.9万个，总投资4.99万
亿元，项目审批事项办理数量在全国
排名第5位。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备案类项目“不见面”办理的实现，为
项目单位提供了便利，减轻了企业负
担。根据《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和备案管理办法》，项目单位通过在
线平台备案，备案机关将备案结果公
示于在线平台；在线平台可查询的公示结果即为项
目备案的证明，原则上不需要打印纸质证明；项目单
位需要备案证明的，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自行打印备
案确认书或者要求备案机关出具。为满足项目单位
要求备案机关出具备案证明的需求，省发展改革委
启用了备案专用章，并在陕西省政务服务中心设立
专门窗口，为项目单位提供盖章和投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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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还记得2016
年9月20日，邱
少云烈士名誉
权案胜诉，但英
雄的侄子邱光
兵仍忧心忡忡，

“老人都走了，以后为国家牺牲的烈士们如果再被
侮辱嘲讽，谁帮逝去的他们说话？”如今，这个问题
有了响亮的回答。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英烈保护法，对弘扬传承英烈精神、惩治亵渎英
烈行为、确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等作出明确
规定，构建起保护英烈的全方位体系。

尊崇英烈，是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保护英烈，
是对历史最基本的敬重。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
会上也出现个别抹黑英烈形象、亵渎英烈事迹、
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严重损害了国家尊严，伤
害了民族感情。英烈保护法的通过，正是对这些
杂音、劣行的法律回应，宣示了捍卫英烈的鲜明
价值导向。

以法之名，以众之力，让英烈精神世代传承。
相信随着这部法律5月1日的施行，我们会更好地
肃清浊气、弘扬正义，让我们历史与价值的天空更
加清朗、宁静。

让历史的天空更加清朗
·张凡·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西安百岁抗战老兵状告爱奇艺等公司侵权
（（详见二版详见二版））

5月8日，读者在西安图书大
厦选购纪实文学《梁家河》。

该书 5 月 2 日在西安首发以

来，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选购，仅
西安图书大厦每天的销量就达近
千本。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铜川市职业技能大赛拉开帷幕本报讯（记者 王何
军）近日，2018年铜川市
职业技能大赛暨铜川职
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活动周”启
动仪式举行。据了解，大赛将进
行 11个工种的比赛。

活动中，育婴员、家庭保洁技

能比赛首先开赛，19个代表队的
90 名选手参赛。铜川市总工会
经济部部长何丽薇介绍说，这项
比赛将为铜川家政行业提升职业

素养、提高服务技能搭
建平台。

自2010年，铜川市
职业技能大赛每两年举行一届，
目前已举办了 4届，涌现出 25名
铜川市技术状元，102名铜川市技
术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