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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人物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督查组：有的高校毕业证发放与就业挂钩
■教育部：严控全国性竞赛 实行清单管理制
■陕严查销售假冒伪劣油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我省司法鉴定“亮家底”从业人员1585名

我国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据新华社电 为提高财

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我国力争用3至5年时间
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昨日正式公布。意见提
出要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
理格局，实施政府预算绩效
管理，将各级政府收支预算
全面纳入绩效管理，提高保
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确保财
政资源高效配置，增强财政
可持续性；实施部门和单位
预算绩效管理，将部门和单
位预算收支全面纳入绩效管
理，推动提高部门和单位整

体绩效水平；实施政策和项
目预算绩效管理，将政策和
项目全面纳入绩效管理，综
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
使用效果，并对实施期超过
一年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实行
全周期跟踪问效，建立动态
评价调整机制。

意见要求建立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链条，建立绩效
评估机制，强化绩效目标管
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并开
展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还
要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各级政府将一般公共
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

编辑：章 琦 版式：王 青 校对：大 可

9月2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
当日，“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全面亮相。据了解，从2011

年开始，“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一直作为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的主景在国庆节期
间向祖国献礼。今年花篮内布置有红掌、梅花、康乃馨、向日葵、兰花、月季等多
种仿真花卉，寓意幸福吉祥。 李贺 摄

“祝福祖国”
巨型花篮全面亮相

“蓝领工匠”张黎明：咱们产业工人走进新时代

我叫张黎明，1969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
庭。1987年，我从电力技校毕业加入电力生
产第一线。31年，我一直工作在天津滨海新
区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始终奋斗在我热爱
的“人民电业为人民”抢修服务最前沿。从
电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中，我切身
感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一把钳子，传承老辈精神
1987年，走上电力生产岗位的第一天，

我的父亲、中建六局的一名老党员、老班
长，送给我一把用了多年的老虎钳子，叮嘱
我：“黎明，这把钳子给你，电工可是个技
术活儿，一定把技术学好了，让同事们信任
你，这才是咱工人的本分。”

父亲送给我的钳子，有严重的磨损痕
迹，一看就没少用力气，也代表着那个年代
的生产方式——工具落后，劳动强度极大。
那时候，干活经常手拉肩扛。竖电线杆时，
先是很多人花很长时间挖坑，然后七八个人
喊着口号搬运沉重的水泥杆子，再用拔杆
（一种人工立杆工具）作业方式一点点立起
来，整个过程费时费力还危险。

我还记得，身边的同事在立杆时，被倾

倒的拔杆架扫到几米开外；
班里的前辈举着设备过河
时，突然被水没过头顶，从
水里冒出来又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紧急抢修时，我的师
傅跳进深秋冰冷的泥塘，用

肩膀架起“人梯”支撑我抢修作业。那时
候，干活受点伤、擦破点皮是家常便饭。

刚上班那会儿，我们班里只有一辆敞篷
卡车。大家都是早上带着干粮上车，到了野
外5公里一个人开始巡视，赶上刮风下雨也无
处躲避，有时车坏了就在外面待到半夜。但
大家都觉得很光荣。我们知道，大家在做对
社会对百姓有意义的事，苦点累点也值得。

而如今，我们有吊车、挖掘机等先进机
械，在泥塘等难以架线立杆的地方就可以用
电力电缆，更有电力抢险车在宽阔的马路上
快速奔驰……改革开放40年，改变的是生产
工具和生产方式，不变的是一直传承的奋斗
和奉献精神。

一路革新，见证进步足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滨海新区发展提

速，用电量激增，对可靠供电也更加依赖，
我们承担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
更大了。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光靠出力流汗已经
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服务没有最好，创新才
能更好。每当遇到问题，我马上就想，能不
能通过创新来解决？我开始不断尝试，研制

了抢修工具BOOK箱、可摘取式低压刀闸等
一系列创新产品，我还总结分析了上万个故
障，形成50多个案例，编成了《黎明急修工
作案例库》，同时将其中常用的 11个抢修小
经验、8大抢修技巧、9个经典案例印成《抢
修百宝书》，使电力抢修更及时、更高效，
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是会有人问我，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创
新成果？

我想，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产业工
人有特殊优势。身处一线，我最能感受到工
作中有什么问题、哪里需要改进，只要注意
发现、用心思考，创新灵感无处不在。二是
组织提供巨大支持。这些年，国家电网公司
和天津市深入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各个方
面为一线创新搭平台、创条件。现在，我所
在的企业已经形成了“劳模创新工作室”

“班组创新工作坊”“创新成果孵化基地”三
级联动创新体系。我们的生产工具、生产方
式和技术装备水平，很多方面甚至走在了世
界前列。

与此同时，国家电网公司加快建设新一
代电力系统，我们的电网逐步升级为坚强智
能电网，抢修效率由过去的“小时”提高到现
在以“秒”为单位。尽管电网设备数量和线路
长度快速增长，故障率却逐年下降。抢修压
力减小了，我们的创新精力和动力更足了。

一个时代，承载无限生机
时代在发展，工人要进步。2017年，我

出席了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聆听到习近
平总书记讲“技术
创新体系”，我心
潮澎湃，心里一直
回荡着“咱们产业
工人赶上了好时
代”。生产一线发
现问题提需求，产
学研深度融合，这
样的优势互补，必
将带来实用创新的
大提速。

我在党的十九
大精神鼓舞下，带
领团队与科研机构
联合攻关，加快推进“基于人工智能的带电
作业机器人”项目研究，这是我开展过技术
含量最高、研发难度最大、应用前景最广阔
的创新项目。

更值得期待的是，今年国家电网公司与
天津市签署了加快美丽天津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落实协议内容，全
面实施“1001工程”，到建党100周年时，把
天津电网初步建成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这
不仅是加快美丽天津建设、实现天津电网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更将带来
天津电网前所未有的生产管理全面进步。展

望未来，我和我的同事们迎来了更大施展身
手的广阔空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者是最幸福
的。对待工作要讲究，不能将就，践行工匠
精神就要有一种传承和担当精神，既要在专
业上精益求精，更要在心中有家国情怀。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我觉得，作为一名新时代产业工人，就
是要敢想、敢干、不怕失败，创新、创造、不断
突破，为这个时代贡献出“工人智慧”“工人方
案”“工人担当”。

9月25日上午，“中建结
良缘 情定新时代”中建七局
四公司第二届集体婚礼在秦

文明广场举行，10对新人在
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步入婚姻
殿堂。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张黎明，1969年8月出生，现任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配电抢修班班长、滨海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

长。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他扎根电力抢修一线31年，练就了一身电力运维抢修的绝活，实

现技术革新400余项，是与时俱进的“蓝领工匠”、百姓心中的“光明使者”。

张黎明依托张黎明依托““匠心坊匠心坊””潜心研究潜心研究，，致力技术攻关致力技术攻关。。

本报讯（程伟）提高脱
贫质量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
根本要求。近日，笔者从全
省扶贫办主任会议上了解
到，今年我省将多举措提高
脱贫质量。

产业就业扶贫是确保脱
贫质量的治本之策。省上要
求，今年各市、县要进一步加
大产业就业扶贫支持力度，
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至
少有一个长效产业、有一人
实现稳定就业。

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建设是确保脱贫质量的固

本之举。省上要求，今年，我
省23个计划脱贫“摘帽”县中
的“两房”建设和通村路还没
有达标的，以及其他县（区）
年度计划建设任务进度较
慢、欠账较多的，要抢抓时
间，加快进度，确保如期完
工。同时，各地要不断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维护管理机
制，有效发挥公共设施的服
务功能，让贫困群众共享脱
贫成果。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是确保脱贫质量的重要保
障。省上要求，各市、县要在

全面、系统、持续推广“扶志
六法”、爱心超市、新民风建
设等经验的基础上，强化舆
论引导，突出典型宣传，弘扬
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提升贫
困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可度。

巩固后续帮扶是确保脱
贫质量的长效措施。根据中
央安排，2018年扶贫成效考
核，要抽查一定数量的脱贫

“摘帽”县，重点
考核脱贫攻坚后
续工作开展情
况、脱贫不脱政
策执行情况、剩

余贫困人口帮扶情况、脱贫
“摘帽”成果巩固提升情况。
省上要求，要严格落实“摘帽
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
扶、不摘监管”。今年计划脱
贫“摘帽”的 23个县，在启动
贫困县脱贫“摘帽”的同时，
要提早制订后续帮扶计划和
巩固提升措施，确保脱贫“摘
帽”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我省多措并举提高脱贫质量
确保“摘帽”的稳定性

本报讯（谭金花）9 月
19日至21日，安康市总举办
全市工会干部培训班。

培训班上，授课专家围
绕工会相关业务知识、当前
工会重点工作及要求、落实
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安康

高质量发展等 6个课题进行
授课，同时安排了观摩和交
流发言环节。学员纷纷表
示，此次培训内容丰富、观点
鲜明、案例生动，有很强的针
对性、操作性，进一步开阔了
视野，提升了综合能力素质。

安康市总举办工会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鲜康）
昨日，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秋
小长假期间，全局共计发送
旅客 138.8 万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长 56.7%，创历史同
期最好成绩。其中高铁客
流增量明显，同比增幅达
109.6%，高铁已成为旅客假
日出行首选。

陕西铁路中秋假期发送旅客138.8万人次

本报讯（苏阳）9月19日，北斗三号全球
导航系统第 13、14颗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位于西安航
天产业基地的航天五院西安分院为两颗卫星
提供了导航分系统、天线分系统等有效载荷，
以及搜救、报文通信等增量载荷。

导航分系统、天线分系统、星间链路等有
效载荷是北斗三号卫星为全球提供导航服务
的核心系统。除此之外，航天五院西安分院
研制人员还为北斗三号第 13、14颗卫星装上
了多种增量载荷。据了解，所谓增量载荷，就
是在导航卫星提供基本的导航服务之外，可
实现其他附加功能的载荷。北斗三号第 13、
14颗卫星的增量载荷主要是搜救载荷和全球
报文通信载荷，使得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
拥有了搜救、报文通信等增值服务，升级了整
个导航卫星功能。

北斗三号搜救载荷正式投入使用后，可
向国际搜救组织免费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搜救
服务，精确定位受困船只、人员的地理位置，
为国际救援贡献中国力量。在此之前，国际
上只有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拥有
利用卫星进行搜救的能力。

陕西科技全面提升北斗三号
第 13、14颗卫星系统功能

国家卫健委发布青少年
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

据新华社电 近视该如何防治？网络成
瘾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昨日发布《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及释义（2018版）》，就肥胖、近视、网络成瘾
等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进行了
梳理和总结。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长宁在国家卫
健委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青少年是
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促进青少年健康
也是我国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据介绍，此次核心信息编写针对目前青少年
健康教育面临的核心问题和关键领域，包括
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合理用眼、通过合
理膳食和科学运动保持健康体重、积极应对
青少年心理问题和网络成瘾等行为问题等共
九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