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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8日，凉意袭人。淅淅沥
沥的雨点落在交大创新港项目建
设者的工装和安全帽上。一幢建
筑内，满脸汗水的唐宏军正站在
马凳上，“挥舞”着钢模给后砌墙
面抹灰。

目前，由陕建六建参建的交
大创新港一期工程进入大干阶
段。为了不影响工期，刚刚荣获
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的唐宏军顾
不上享受这一荣光，便一头扎进

施工现场，与工友投入到火
热的建设中。

“要当工人中的标兵”

“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我
要当工人中的标兵。”53岁
的唐宏军一路走来，始终把

这句话作为人生信条。
从第一次走出家门当瓦工学

徒，唐宏军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
项事业中。

那时，每当休息时间，别的工
友睡觉、打牌，他却拎起瓦刀练习
抹灰、磨边、接缝。手指常常被磨
破，鲜血直流，为了不影响干活，
就裹上生胶带咬牙坚持。累了一
天，下班回到出租屋，还要继续翻
看《镶贴工须知》《砖瓦工工艺学》

等书籍。妻子总调侃说：“一个泥
瓦匠，装什么书呆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短两
年时间，唐宏军就从一名门外汉
成长为瓦工中的行家里手。

“差一毫米也不行”

“工程质量是人命关天的大
事，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唐宏
军常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

在陕西广厦公司承揽的西安
南小巷项目打砼土工作中，有 12
面砌好的墙和四方柱子需要粉
刷。为了赶进度，工友粉刷的墙
面出现了质量问题。这让带班的
唐宏军大为恼火，立即要求返工。

“墙面的平整度和垂直度，误
差要求在 2毫米至 3毫米之间，差

一毫米也不行，超过就要返工。”
唐宏军认真地对记者说。

施工中，大到钢材构件，小到
一块瓷片，唐宏军都会严格按照
施工标准去干。他常说，只有干
好每个环节，才能建出优质工程。

“手感是练出来的”

“我师傅‘眼睛毒’‘耳朵毒’，
一块瓦片，看一眼敲一下，就知道
合不合格、会不会开裂。”如今已
能独当一面的卢红科提起师傅的
高超技术，仍是佩服万分。

作为工友中的领头人，唐宏
军深知传帮带对工程建设的重要
意义。目前，他已带出 30余名徒
弟，分布在全省多个重点项目。
谈起这些徒弟，他脸上总是洋溢

着自豪感。
工作中，唐宏军总会带领全

班人员认真研究施工图纸，仔细
校核每一道边角，保证各种尺寸
准确无误。对于关键部位，他更
是手把手进行指导。下班后还要
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检查验收，不
放过任何一点瑕疵。在这种工匠
精神的感染下，工友们以他为标
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经
他们手的工程，得到了业主的一
致好评。

“工匠就是在千万次的实践
中磨练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
唐宏军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继续发扬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带动更多工友成为新时代的
工匠。” 本报记者 杨 涛

“带动更多工友成为新时代工匠”
——记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陕建六建瓦工唐宏军

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工匠篇工匠篇

5 月 10 日，医护专业学生在教学楼内演示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当日，以医护专业为主的
陕西省高教系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举行“5·12

护士节”表彰奖励与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百余
名学生现场进行了血糖检测、心肺复苏等项目
的专业技能展示。 邵瑞 摄

职业技能培训是国民教育
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载着培养多样化人
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
创业的重要职责。国务院近
日印发了《关于推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进一
步明确了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
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
解技能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
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
是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

经济发展新动能、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推行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对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制
造强国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具有
重要意义。
四措施推进“终身”制度特色发展

此次印发的意见中有一个独
特的词语——“终身”。随着社会
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更迭，如今一
名劳动者单靠一项技能很难受用

一辈子，“终身”二字如何体现？
“意见中明确，‘建立并推行

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
者学习工作终身、适应就业创业
和人才成长需要’，所以定位在
覆盖、贯穿和适应这三者的终身
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来解决‘终
身’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副部长汤涛说。

具体措施如何表现？汤涛认
为主要从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下转三版）

提高就业质量，缓解技能人才短缺
——解读《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

■最高法发文加强对英雄烈士的司法保护
■前4月全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诚信点亮中国”全国巡回活动正式启动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峰会聚焦“智能应用”
■苏陕携手助希望工程三年攻坚公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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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焦晓宁）5
月 10日，省国防工会在职党
支部与航天四院工会党支部
结对共建活动在航天四院启
动。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
毅，航天四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田维平共同为两个支部授
牌、赠书。

据介绍，本次结对共建
活动旨在落实国防工会党总
支支部工作“晋级争星，创先
争优”和航天四院党委创建
红旗党支部的工作要求，搭
建交流平台，加强党建工作
互动，发挥基层党组织结对
共建优势，激发支部活力，在
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群众的
实践中展现党员新风采、彰
显新作为。活动将以支部建
设、党员教育、主题实践活动
为主要内容，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共同提高，推动党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深度融
合，促进工会工作全面提升。

吴志毅在讲话中希望，
结对共建双方党支部要抓好
学习，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党员干部把学习
贯彻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要提高认
识，通过结对共建搭建工作
交流平台，促进党支部班子
工作能力进一步提升，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取得新成
效，党员党性意识显著增
强。要重实效，周密组织安
排党日主题教育等活动，找
准工作的共同点、合作的切
入点，在活动内容、形式和
载体等方面进行创新，使支
部工作的整体水平和能力
明显提升，党支部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进一步
彰显。

田维平表示，共建双方
要更加密切合作，积极探索
共建新路子，找准双方在组
织建设、思想建设、学习建
设、作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
上的结合点，互帮共建，共
同提高，促进双方党建工作
迈上新台阶。

共建双方党员还来到航
天四院工会党支部活动阵地
和刘浩技能大师工作室进行
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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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工会基层工作会议暨深度贫困村组建工会推进会召开
482个深度贫困村年内全部组建工会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昨日，
全省工会基层工作会议暨深度贫
困村组建工会推进会在国家级
深度贫困县商洛市镇安县召
开。会议在总结 2017 年全省工

会基层工作和交流经验的基础
上，深入分析了当前工会基层组
织建设、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和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等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并安排部署了 2018年工

作。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
茜出席并讲话。

张仲茜指出，各级工会组织
要深入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三个着力”重要指示精
神和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
科班学员回信精神，进一步加强
理论武装，提高政治站位，汇聚全
省职工追赶超越的正能量。

张仲茜要求，工会的组织建
设要紧跟形势变化、抓好创新工
作。要持续加强行业性、区域性
工会联合会组建，推行工会网格
化管理，按照“会、站、家”一体化
建设思路，打造职工信赖的“职工
之家。要以模范职工之家建设为
重点，在全省标准化示范乡镇（街

道）工会建设的基础上，开展省级
乡镇（街道）“六有”工会达标活
动。要持续推进农民工入会和非
公企业建会工作，让农民工真正
感受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张仲茜强调，省总在今年年
底以前要拿出 50%以上的精力抓
脱贫攻坚。各级工会组织要聚焦
全省脱贫攻坚大局，以深度贫困
地区为重点，年内推动482个深度
贫困村组建工会任务全面完成。
要推动产业项目逐步实现对有劳
动能力贫困户的全覆盖。

省总工会副主席赵霞通报了
去年全省基层工会取得的成绩并
对今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商洛市
委副书记张岗岭致词，商洛市委
常委、镇安县委书记李波介绍了
该县基本情况。商洛市总工会等

7家单位分别介绍了创新组建模
式、开展企业民主管理、工资集体
协商和工会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
的典型经验。

当日上午，与会人员还参观
考察了镇安县乡镇工会规范化建
设和贫困村、深度贫困村工会组
建的好经验好做法。

据悉，2017年，全省工会组建
和会员发展任务全面完成。截至
去年9月底，基层工会新增涵盖单
位7030家，新发展工会会员356318
名，其中农民工会员 214726 名。
2018年，我省基层工会组织规范
化建设将以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
为重点，持续推进农民工入会和
非公企业建会工作，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积极推进改革成果
惠及广大职工。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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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第三届
丝博会组委会获悉，第三届丝
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第二十二
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
洽谈会将于 5月 11日至15日在
西安举办。本届丝博会的主题
是“新时代 新格局 新发展”。

大会将举办第三届丝博会
开幕式、“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西

安高峰论坛”主旨论坛、中国东
中西地区联动发展论坛等重
要会议，海内外侨商投资县区
行活动等投资贸易促进活动
及主宾国、主宾省（市）、主题
市活动。期间，将配套举办文
化、旅游、艺术、美食等系列活
动。展览展示方面，在西安曲
江国际会展中心与西安绿地
笔克国际会展中心设 1个合作

交流馆、4 个产业馆、1 个特色
产品馆。

据了解，丝博会是中国唯
一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国际博
览会，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商务部、中华全国归国华
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陕西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第三届丝博会今日开幕
新时代 新格局 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工人
阶级和劳动模范，到地方考察时，经常
深入基层看望劳模、慰问职工。今年4
月，为了表达对总书记的崇高敬意，我
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
一起给总书记写信，汇报学习新思想、
践行新理念的感悟，表达为祖国建功
立业的决心。让我们惊喜的是，“五
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们收到了总书
记的回信。总书记的回信，是给我们
劳模和广大劳动者一份温暖而厚重的
礼物，体现了对劳动精神、实干作风的
高度尊崇。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
是干出来的”。总书记回信中的这句
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回溯历史，从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正是一个

“干”字，推动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跃升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
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到“撸起袖子
加油干”，也正是一个“干”字，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
践表明，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而成于实干。

“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次次为劳动者鼓劲、为创
新者点赞、为建设者喝彩，不仅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创
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更向全国各族人民发
出新时代的奋斗动员令。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作为劳模班学员一分子的我，在一遍遍学习
总书记的回信、一次次和班级同学讨论后，进一步
认识到了劳动的价值、奋斗的意义。正如总书记曾
经指出的，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
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只有奋斗，
才能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丰
富幸福的内涵、提升幸福的层次；只有奋斗，才能不
断增强成就感、尊严感、自豪感、获得感，在创造美
好生活的过程中感受幸福。可以说，对社会而言，
奋斗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动力；对个人而言，奋斗是实
现自身成长的阶梯。

我自己出生、成长在陕西秦巴山区，从一个农村
娃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我切身体会过奋斗路上的辛酸
与泪水，也体会着奋斗对于自己和社会的意义。当
前，在脱贫攻坚中，身为秦巴山区的全国劳动模范，我
动员村民外出打工并免费给他们做培训，如今村里十
几个光棍儿找到了媳妇儿；在国家创新政策的支持
下，我们公司努力提升创新能力，自主研发的镁合金
材料在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
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我深感幸运，可
以用诚实劳动和勤勉工作奋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我深感幸运，不仅是新时代的亲历者、见证
者，而且可以成为新时代的建设者；我深感幸运，可
以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成就自己的人生梦
想。我们决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用自己的“干劲、
闯劲、钻劲”，在奋斗中成就更好的人生，用劳动书写
我们美好的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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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品牌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5月 10日，记者从陕西省

品牌产品授牌仪式暨名牌企业质量提升推进会上获
悉，随着质量强省战略不断深入，我省品牌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打造了一批拥有核心竞争力的陕西品牌、
国内外知名品牌。

据了解，全省共有705个产品荣获陕西省名牌产
品称号、69家企业荣获陕西服务名牌称号。全省名牌
企业数量占全省规上企业的 9.5%，增加值占全省
GDP的 7.6%，工业总产值占全省规上企业总产值的
30%以上。其中，延长石油、陕汽重卡、陕鼓动力、法
士特齿轮、西电高压开关等企业品牌从陕西走向世
界。关中高新制造、陕南富硒食品、陕北高端能化等
区域产业品牌发挥了集群效应。

目前，全省正创建 10个国家级知名品牌示范区
和 14个省级知名品牌示范区，并对 11个区域品牌和
43家企业品牌开展品牌价值评价。

5月9日，在西安市长安区引镇街道甫江村，村民
们在收割并卷起草皮（无人机拍摄）。

近年来，引镇街道紧扣城市绿化市场需求，引导
农民大力发展草皮种植产业。目前全街道共有草皮
种植经营户40余户，草皮种植面积达3500余亩。当
地群众在草皮种植大户的引领下，通过土地流转、入
股分红、临时务工等方式实现增收。 鑫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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