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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媒体记者步入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新闻中心。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将于 3 月 26

日至29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本次年会以“共
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为主题。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博鳌亚洲论坛博鳌亚洲论坛20192019年年会准备就绪年年会准备就绪

推进国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本报讯（郭军）近日，笔者从

省国资委获悉：省国资委积极推
进全省国资系统国有企业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工作，对企业政治及
意识形态、投资、财务、法律、金融
等 12个方面重大风险防范化解
工作进行部署。

省国资委指出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工作，必须做到“八个坚持”：
坚持源头防控与提高防控能力并
重，着力减少风险存量、严控风险
增量；坚持防控并举、以防为主，

逐步将事中事后防控向事前防范
转变；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坚持精
准施策、靶向发力，及时处置发现
的各类风险；坚持突出重点、分类
防控，增强风险防控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坚持全面覆盖、一岗双
责，实现生产经营全过程的风险
预测和监控；坚持自查自纠为主、
监督检查为辅，着力提升自我排
险能力；坚持持续用力、警钟长
鸣，始终紧绷风险防范之弦。

省国资委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不久前，在中
央 电 视 台 热 播 的

《挑战不可能》节目
中，来自全国的 4
名银行点钞高手，挑战30秒蒙眼
点钞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工商
银行浙江省分行90后姑娘卓敏静
以202张的成绩刷新30秒蒙眼点
钞项目178张的纪录，创出了新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随后媒体对她的采访中，
她说：“对于点钞技能的训练，我
从未间断过。每天 6 时，我要进
行1个小时晨练；晚上入睡前，还
要再练半小时。七八年来，这项
机械动作像春夏秋冬四季轮转一
样，在我的生活里从未缺席过。”

这种对职业的尊重、敬畏、
热爱和坚守，让她在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中锤炼出坚持不懈、不
断求索、追求极致的品质，练就

了高强的本领，在瞬间绽放出耀
眼的光芒。

“工匠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做事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它
不仅彰显了职业素养、职业道德，
本质也代表一种职业能力。电视
系列片《大国工匠》第六集《大技
贵精》中,大国工匠李峰在高倍显
微镜下手工精磨刀具，5微米的公
差也要“执拗”返工；顾秋亮仅凭
一双手捏捻搓揉，便可精准感知
细如发丝的钢板厚度；李刚方寸
之间能插接百条线路，成就了领
跑世界的“中国制造”。同为技术
工人的他们虽然身处不同岗位、
不同领域，从事不同职业，但是都
有着一致的信仰：把自己的每件

事情做好，即使一
点小事也必须要认
认真真去做。从他
们 的 经 历 我 们 看

到，他们的工作大多枯燥乏味，动
作也是不断地固化重复。但他们
都以追求最优品牌、质量、标准、
创新的工匠产品为准则，将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进而在自己的岗位上一次次大放
异彩，创造了令人叹服的辉煌。

工匠精神的闪光不仅在于干
一行爱一行的热情，更在于用心
无旁骛的痴念、近乎苛刻的专
注、一丝不苟的较真、执行到位
的严谨，最终迸发出静水深流的
力量。 （肖杨）

“匠心”永铸 技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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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
3月 25日，省总工会召开 2019
年直属机关党建和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省总工会常务副
主席张仲茜、省纪委驻省总工
会机关纪检组组长席金峰出席
并讲话，省总工会副主席赵霞
进行述职点评，省总工会副主
席吴志毅主持会议。

张仲茜强调，省总机关各
级党组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抓党建、带
队伍、促工作；要部署抓好党建
政治责任工作，把握新时代工
会党建工作的目标定位，以“服
务中心、建设队伍”为核心任
务，围绕工会工作目标、重点、
难题，增强“主责、主业、主角”
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守土负责；要夯实组织建设
基础，准确把握“以提升组织力
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的支部
建设新要求，着眼强功能、抓基
本、补短板、重创新，抓好机关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支部建
设、作风纪律建设；要突出落实
责任重点，以问题为导向，强化
问责，形成有责必担、履责必
严、失责必究的责任链条，推动
党建责任有效落实。

席金峰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发展提出四点意见。

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女职工部、技协办等 6个
党支部就抓党建工作情况作现场述职报告，其余支部
进行书面述职。赵霞对 6位现场述职党支部书记进
行点评，并对 2018年机关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进行总结，安排部署2019年任务。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与分管部门负责人签订 2019
年度《陕西省总工会直属机关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
《陕西省总工会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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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合并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了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合并实施的主要政策。一是统一参保登记。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完善参保范围，促进实现应保尽保。二是统一基金
征缴和管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统一征缴，统筹层次一致。按照用人单位参加
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之和确定
新的单位费率。三是统一医疗服务管理。两项保险
合并实施后实行统一定点医疗服务管理，执行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基本医
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生育医疗费
用原则上实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直
接结算。促进生育医疗服务行为规范，强化监控和审
核。四是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经办管理统一由基
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实行信息系统一体化运
行。五是确保职工生育期间生育保险待遇不变。参
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等各项生育保险待
遇按现行法律法规执行，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中支付。六是确保制度可持续。各地要增
强基金统筹共济能力，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制度保
障能力，合理引导预期，完善生育保险监测指标，
根据生育保险支出需求建立费率动态调整机制。

《意见》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生育保险和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工作，根据当地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差异、基金支付能力、
待遇保障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周密组
织实施，确保参保人员相关待遇不降低、基金收支
平衡，保证平稳过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
加强工作部署，督促指导各统筹地区加快落实，
2019年底前实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2019年底前实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
者 叶昊鸣）记者 25日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
会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全面开
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集中排查
整治，对本地区危化品安全状况
进行专题研判，组织对所有涉及
硝化反应工艺装置和生产、储存
硝化物的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摸
底，立即开展安全专项治理，对所

有化工园区进行风险评估，及时
消除重大隐患。

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
有限公司“3·21”爆炸事故重要指
示精神，就进一步做好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
事故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要深入开展煤矿、
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建筑

施工等其他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通知强调，要严格落实《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定》，层层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安全生产责任，牢牢守住安
全生产基本盘基本面。要针对事
故暴露出的基础性、根源性问题，
深刻反思，解决问题，切实把安全
生产工作推向新水平。

通知指出，要持续加大安全
执法力度，正确处理严格执法与

“放管服”改革、督查检查的关系，
既避免大呼隆、一阵风，又防止监
管执法宽松软。真正让执法“长
牙齿”，对漠视法规、罔顾生命的
企业及其负责人依法严惩不贷。
深入组织“专家指导服务团”和

“安全执法服务团”，帮助基层解
决专业监管能力不足问题。充分

运用“四不两直”等方式明察暗
访，定期组织“回头看”。

通知要求，加强灾害会商研
判，加强地质灾害预测预警，严格
落实领导干部 24小时在岗值班
和信息报告制度。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和安全生产专业救援
队伍要加强值班备勤，强化专业
技战术训练，确保关键时刻快速
响应、高效安全处置。

“犟”人铸“匠”心

一进入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
限公司机加车间，记者便被弥漫
的冷却液“香味”所笼罩。此时
的高喜喜正在机床旁切割铜管，
对于我们的到来全然不知。他
那专注的神情是对工匠精神的
最好诠释。

“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立足
岗位创新、不断攻克难题。”是领
导和同事对高喜喜的中肯评价。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
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党的
十九大代表、“三秦工匠”……一
个个耀眼的光环是对高喜喜24年
勤学苦练、默默奉献的最好褒奖。

一件件简单实用的小工装，
一个个源于身边、用于身边的小
改革、小创造……高喜喜为企业
发展不遗余力。

“有些零件直接在机床上加
工容易变形，为此我会做出一些

工装，用来提高
产品质量和生产
效率。”作为一名
优秀的数控操作

工，高喜喜有着一种敢啃“硬骨
头”、乐钻“牛角尖”的劲头。

“薄壁类动主触头加工”是长
期困扰机加车间的一个难题。为
解决这一问题，高喜喜翻阅资料，
用一个月时间自制出一套工装，
解决了数控液压卡盘装夹薄壁零
件变形问题。该工装不仅使加工
效率提高 40%，更重要的是为今
后工装的设计提供了借鉴。

在生产荆门变 1100kV HGIS
产品时，有一种电阻触头零件为
进口件，在物流转运及装配过程
中很容易因发生磕碰而报废。若
二次进口不仅费用高，且采购周
期长。为确保工程按期完工，高
喜喜主动请缨，经常在机床前一
站就是10个小时，颈椎、腰椎间盘
的疼痛让他直不起腰……经过三
个昼夜的反复加工、试验，他圆满
完成了该触头零件的首件试制加

工任务。
车间有几种铬铜类触头零

件，由于材质特殊，在车削螺纹时
易出现“颤纹”，影响零件的装配
精度。为解决这一问题，高喜喜
设计了一把刀杆并进行车削实
验。一次失败，再来一次……凭
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研究出
了一套合理的切削参数，解决了
该类零件的加工质量问题。

“在技术革新与持续改进上，
他不放过任何实践机会，不达目
的不罢休。‘犟’劲一上来，谁都拦
不住。”公司党群工作处主任王桂
林谈起高喜喜的那股工作劲头，
不由感慨地说。

“上学那会就爱钻研，家人和
同学经常用‘犟’来形容我。工作
后，这种‘犟’劲不但没减弱，反而

‘犟’出了新高度。”高喜喜笑着说。
近年来，高喜喜自制加工刀

具累计30余种，涵盖镗孔刀、钻孔
延长杆、刀座等，可加工零件
12000余种。

本报记者 牟影影

三秦工匠风采
——记“三秦工匠”、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数控操作工高喜喜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

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
国务院安委会

这是近日在洋县朱鹮生态园
内拍摄的朱鹮。有鸟中“东方宝
石”之称的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
国、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二十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猎杀、生态破
坏等原因，朱鹮濒临灭绝。

1981 年 5 月 23 日，世界上仅
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汉中市洋县

境内被发现，在随后30多年日渐
完善的保护体系中，科研人员先
后攻克朱鹮人工饲养、繁育，笼养
朱鹮自然繁育，朱鹮野化驯养放
归等关键性技术难题，使得中国
的朱鹮种群数量由 7 只发展到
2600 余只，世界朱鹮种群数量达
近3000只。 刘潇 摄

朱鹮：7只到3000只

新华社响水3月25日电（记者 朱国亮）25
日下午，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大爆炸事故善
后处置指挥部召开第四场新闻发布会说，截至
目前，本次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78人。

江苏省盐城市市长曹路宝介绍，事故现场
集中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开始进行现场清理工
作。消防救援力量对事故周边 2平方公里范围
内的20个企业进行了搜救，新发现14名遇难者。

曹路宝说，到目前为止，本次事故已造成78
人死亡，其中 56人已确认身份，22人待确认身
份。上次通报的 28名失联人员中，经过公安部
全国抽调的专家组不间断艰苦努力，根据DNA
技术检测，已确认死亡 25人，另外 3人平安并已
取得联系。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 高敬）生态
环境部最新发布消息，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
事故发生后，由生态环境部派出的工作组继续
在当地指导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污染水体应急处置方案初步确定。

据悉，生态环境部调集环境监测及水、固
废、土壤处理等方面30名专家，全力支持当地科
学妥善处置事故。23日，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
人、3名专家及监测人员进入爆炸核心区，查看
爆炸区地面坑塘废水及固废等相关情况。

工作组协助地方进一步优化事故区域大气
和水体的环境监测方案，对河道内污染水体、核
心区残余化学品等情况进行摸排，提出了污染
治理工作初步方案。工作组要求当地全面调度
周边区域应急池、储罐、运输罐车等资源，做好
污水处置设施、园区污水厂技术对接工作，确保
设施尽快投入运行。制定应对降雨预案，提前
做好人员调配和物资准备工作。

陈家港化工园区内新民河、新丰河、新农河
3条入灌河河渠已经全部通过筑坝拦截的方式
封堵完毕，同时组织人员对坝体进行加固、巡查
和实时监控，确保污染水体不入灌河。同时，为
确保三个入灌河封堵口的安全，按工作组的要
求，地方将在所有堵口各安装一个视频监控系
统，各建一个值守帐篷，每小时巡查一次，各安
排一台挖掘机，4小时监测一次水质。

江苏响水“3·21”化工厂爆炸事故最新进展

污染水体处置方案初步确定

死亡人数上升至78人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院刚）3月 25日，省总
工会召开 2019年第一季
度工作例会，听取 11个
市（区）总工会主要负责
人关于第一季度工作情
况的汇报。省总工会常
务副主席张仲茜主持会
议并讲话。省纪委驻省
总工会机关纪检组组长
席金峰，省总工会副主
席张永乐、赵霞，省总工
会经审委主任刘伟参加
会议。

会上，省总工会班
子成员对西安市总工会
开展千名劳模迎新春赏
灯展、千名农民工看美
景回娘家观灯展等活
动，宝鸡市总工会为职
工提供心理健康公益讲
座，咸阳市总工会召开
2019年种植业劳模技术
创新联合体现场推进
会，铜川市总工会推动
出台11项涉及产业工人
相关政策措施，渭南市
总工会全面启动“工会
服务卡”项目，延安市
总工会举办“星光璀
璨·为爱唱响”公益行
活动，榆林市总工会重
点建设 5个“驼城工匠
培育示范基地”并授牌，汉中市
总工会积极向市委请示汇报工
作，安康市总工会推进“点亮工
程+甜蜜产业”行动，商洛市总
工会扎实开展“匠心筑家 情满
商山”农民工入会行动，杨凌示

范区总工会建设母婴休
息室示范点等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张仲茜强调，建立市
（区）工会主席例会制度
的主要目的是定期听取
各市（区）工会推进落实
和创新开展工作情况，晒
成绩、比干劲、找差距，总
结好做法、好经验，相互
交流、相互对比、相互欣
赏，用这种理念和制度督
促各市（区）把工会工作
做得更实更好，推动我省
工会当好全省群团组织
的排头兵，力争多项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

张仲茜要求，各市
（区）工会要继续保持抓
工作的好状态，心怀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敢于担当、真
抓实干，不懈怠、不松劲、
加油干。要继续保持抓
创新的好势头，找准工作
定位，创新服务载体，寻
求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
解决，开拓性地去做工会
工作，打造更多“亮点工
作”“品牌工作”，真正做
到走在全国前列。要继
续保持抓落实的好劲头，

卯足干劲，聚焦中心任务，狠抓主
责主业，发扬钉钉子精神，按照时
间节点，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
干，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干，把
工作做准、钉细、做扎实，干好第
二季度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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