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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2019
年陕西省民营企业
招聘周活动在中国
西安人才市场启动，
420 余家招聘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 1.5
万个。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从小车站到“世界港”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扶贫办副
主任欧青平近日表示，脱贫攻坚战
以来，扶贫资金管理取得显著成
效，扶贫资金项目监管全面加强，
各地要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
示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广泛参与。

全国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
库建设暨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培训班 4月 21日在云南省富源县

举行。欧青平在培训班上指出，各
地要抓住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中央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发现问题和省
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
馈问题整改；规范和完善县级脱贫
攻坚项目库建设，坚持现有目标标
准，精确选择扶贫项目，加强入库
项目审查，精心组织项目实施，全
面实施绩效管理，及早谋划2020年

后的项目库建设工作。
欧青平说，各地要扎实推进扶

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向基层延伸，
让群众广泛参与进来；积极探索开
展扶贫项目资金后续资产管理，加
快建立扶贫资产管理制度，落实监
管责任；深入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警
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做
好扶贫项目资金总结工作。

国务院扶贫办

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向基层延伸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共表彰全国劳模31515人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自 1950年至 2015年，党中央、国
务院召开了 15次全国劳模表彰

大会，累计表彰先进集体 10667
个、先进个人 31515人次。截至
2018年底，全国总工会共表彰了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集体 9569个、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31748
名、全国工人先锋号12351个。

中工网讯（记者 王鑫）4月22
日上午，全总新闻中心在全总机
关召开 2019年“五一”新闻发布
会。全总新闻发言人、宣教部
部长刘迎祥向新闻媒体通报了
全总“五一”期间各项庆祝活动
安排、“最美职工”宣传发布活
动、向中宣部推荐的全国重大
宣传典型。全总劳动和经济工

作部部长王晓峰介绍了 2019年
度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
先锋号评选情况。

刘迎祥在会上说，2019年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
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
彰大会 4月 23日上午 10时在人
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届时，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全国总工

会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北京市委
市政府负责同志、今年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
号的代表、港澳工会“五一”代
表团成员、香港公务员国情研
习班成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模本科班学员、首都职工代表
等共约700人参会。

2019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表彰大会今日召开

今年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695个 一线劳动者占86.9%

王晓峰介绍，今年全国总工
会将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92
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695个、全
国工人先锋号797个。

王晓峰在会上介绍，今年推
荐评选工作坚持面向基层一线，
重点向产业工人倾斜。为贯彻
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方案》有关要求，推进新

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全总继续将产业工人在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中所占比例单列，
要 求 产 业 工 人 比 例 不 低 于
35%。在推荐的奖章先进个人
中，产业工人 280名，占 40.3％，
高出规定比例 5.3 个百分点；其
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
179名，占 25.8％，高出规定比例

5.8个百分点；科教人员 145名，
占 20.9％，高出规定比例 0.9 个
百分点。上述基层一线劳动者
共计 604人，占 86.9%，其中还有
农民工 104人，占 15.0%，高出规
定比例 5 个百分点。在推荐的
工人先锋号先进集体中，有班
组 639个，占 80.2%，高出规定比
例 10.2个百分点。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日在央视播出

“中国梦·劳动美”——2019
年“五一”特别节目将于 5月 1日
晚黄金时段，在中央电视台综合
频道和综艺频道播出。

刘迎祥表示，2019年“五一”
特别节目以“中国梦·劳动美”为
主题，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这条主线，用艺术形式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取得的辉煌
成就，讴歌工人阶级特别是广大
产业工人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的
突出贡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刘迎祥介绍，今年的“五一”
特别节目设置北京、珠海两个会
场。珠海会场节目已于4月18日
录制完毕，北京会场节目将于 4
月26日录制。

发布崔蕴、盖立亚等六位一线劳动者典型

全国总工会向中宣部推荐了
一批一线劳动者典型。其中，特
别推荐崔蕴、盖立亚等六位一线
劳动者。

第一位是天津航天长征火箭
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副主任崔

蕴；第二位是沈阳优尼斯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 i5T5产品线经理盖
立亚；第三位是中国石油管道局
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焊
工王要飞；第四位是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保定阜

平支公司经理李二国；第五位是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
矿机电工区机电队技术员姚武
江；第六位是中车株洲电机有限
公司轨道交通事业本部牵引电机
车间动车电机工段动车组装班。

一个人，一座车站，见证了一
座陆港的崛起。

4月 17 日，在西安国际港务
区新筑车站，张义正在安排值班
检车员对即将发车的中欧班列

“长安号”做最后安全检查。这趟
满载着服装、电子设备等货物的
班列即将开往德国汉堡。

随着一声汽笛鸣响，班列缓
缓驶出站台，开始了跨越欧亚大
陆的“货运之旅”。

“16天后，这趟班列就到达德
国汉堡了。”看着班列安全驶出车
站后，张义向记者说起了他与新
筑车站的故事。

有着 37年工龄的张义是名老
铁路人了，现在他是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新筑车站的站
长。张义说：“2010 年，我刚当新
筑车站站长的时候，这里就是一
个货运小站，业务很少。那会儿
最愁的就是货源问题，而现在我们
有发不完的货，并且都是别人主动
找上门来发货。”

如今，新筑车站内一派繁忙

景象。“你们可能想不到，2010 年
我们车站只有 22名员工，现在我
们有 308 名员工，货运线路也由
原来的 7条增加到了 48条。‘一带
一路’建设和中欧班列的快速发
展，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
遇，也使我们车站实现了新突
破。”说起新筑车站这些年的变
化，张义感慨万千。

自 2013年以来，中欧班列“长
安号”已经开通西安至中亚五国、
德国汉堡、芬兰科沃拉、匈牙利布
达佩斯等 11条国际班列线路，辐
射“一带一路”沿线 44个国家和地
区。2018 年，中欧班列“长安号”
实现“井喷式”发展，一共开行了
1235 列，创造了重载率、货运量、
实际开行量“三个全国第一”的纪
录。依托西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
势，新筑车站成为全省中欧班列
开行的起点
站，也成为西
北地区最大
的国际物流
枢纽中心站。

“我们的列车是货运列车里
最高等级的，而且我们还是采用
集装箱和整车混装班列的车站。
混装班列可以装集装箱装不了的
货物，如食品、日用百货、大型机
械设备等。以这趟开往德国汉堡
的班列来说，从西安到汉堡的货
运时间只需半个月，但如果走海
运就要 42天到 45天。”张义说。

他告诉记者，新筑车站这些
年的变化还有很多：车站的信息
化水平越来越高，货运班列运载
的货物种类日益繁多等。

造港开埠，让西安这座内陆
城市拥有了自己的“港口”，站
在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位置。同
时，造港开埠也改变了新筑车
站的命运，让新筑车站完成了
从一个物流小站到国际物流枢
纽的华丽转身。 （刘曌琼）

4月22日，为迎接第 24
个“世界读书日”，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西安交通大学、掌阅，在
西安北站书香候车室和西

成高铁列车上，联合开展
“乐享高铁·读书圆梦”主
题活动，为旅客开启了难
忘的阅读旅程。

通讯员 尤艇 摄

近日，某市召开交通整治和生产
安全专题会，采取“多事合一”合并套
开的方式，既省时又高效。与会者点
赞合并开会：“会议时间缩短了，但会

议质量并没有‘缩水’。”
过去，各种专题会有时一天好几

个；多个部门的会议内容不少属于“和
声部”，却屡屡搞“多重唱”。《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印发以后，各地立行立改：山东严控会
议规模和时间，要求能现场办的一律不
开会；浙江通过“村级视联网”把工作部
署直接传达到乡镇、村一级；青海坚持

每月第一周为“无会周”……各地各部
门出台相关举措，把文山会海“减”下
来，把责任担当“加”上去。实践证明，
精简会议、转变会风，基层干部方有更
多精力服务群众、推动高质量发展。

治理文山会海，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
劳永逸的想法，也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
好就收的念头。务必久久为功，以正作风
带动转会风，激荡干事创业的实干风。

会议精简 省时又高效
·于保月·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10分钟、30分钟……在常年恒温
的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精密
磨齿机恒温装配车间，身材单薄的侯
海峰正给丝杆连接处、减速器连接处
打千分表。

师傅专心，徒弟用心。采访中，记
者被这种专注的氛围所感染，也目不转
睛看了起来，仿佛成为了他们中的一
员。这或许就是工匠精神的魅力所在。

“做到 0.01mm以内都很不容易，
而侯师傅能让精度达到 0.002mm。”看
完一系列精准、流畅的操作后，一位职
工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

在 QMK017 偏心轴磨床圆度攻
关中，电机座、减速器、丝杆的连接
是一大难点。如何确保电机座与丝
杆的同轴精度？侯海峰首先使用刮
刀对二者结合面配刮研 4级刮点，使
其充分贴实，从而确保精度。接下
来，他进行了一项不同于常规流程
的操作——在电机座与减速器结合
前，用表校正好同心精度。

“当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无法用千
分表校验，只有在安装前校正好，再进
行锥销定位。”侯海峰介绍说，“为了保

证定位精度，我提前自制好
工装，徒手将定位销与销孔
配研。”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
终精度达到了0.002mm。

“有精度误差的两种配件，在总
装过程中有可能使误差加大，其最终
结果是让装配完的机床成为一堆废
铁。有了精度，机床才有了‘生命’。”
侯海峰说。

19年来，他参与完成了YK7332小
成型磨齿机、Y72系列蜗杆磨齿机精密
部件头架、砂
轮架装配、陆
红旗装配等多
项核心产品和
重点创新项目
的首台试造装
配工作。

2017年底，
侯海峰在检查
完YK7380磨齿
机磨具砂轮轴
后，斩钉截铁地
说：“此轴承无
需更换。”

原来，他在
现场处理一个
工艺性问题时，

发现这台机床磨削齿轮后齿面有明显
横纹，而对方明确是磨具轴承多年使用
后无负荷所致，已联系好一套高精度进
口轴承，待发货。

侯海峰顺着砂轮走刀轴一路排查
后明确了问题所在，并予以解决。仅此
一项就让客户节省12000余元。

近年来，他“一针见血”式的工作作
风，赢得了广大用户称赞。由此，他的
手机也成了一部“服务热线”，随时都有
用户打电话咨询技术问题……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侯海峰（左二）向徒弟传授技术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三秦工匠风采

“精度”让机床有了“生命”
——记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装配钳工、高级技师侯海峰

新华社青岛4月22日电（记者 张
汨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
年多国海军活动海上阅兵将于 4月 23
日在青岛及其附近海空域举行。军事
专家、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
卓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庆典是对人民海军成立 70年，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部队建设、官兵风貌、
和平理念全方位的展示。

首先是展示中国海军近年来部队
建设的巨大成就。尹卓认为，7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军建设快速
发展。“在装备技术领域、国防科技领

域，过去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有一
代半甚至两代的差距，如今，我们弥补
了与先进国家之间的代差，大型水面舰
艇、潜艇、舰载机、雷达等装备形成了完
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尹卓说，

“这也是中国海军向祖国和人民的汇
报，在振军威、鼓士气的同时，也提升
了全社会的爱国情怀，使全国人民更
加关注海军，支持海军的发展建设。”

展示中国海军官兵能打仗、打胜仗
的精神风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官兵风貌取得了
长足进步。”尹卓说，“近年来，中国海

军多次开展不带预案、复杂电磁环境
下的对抗演练，训练水平大幅提升。
在这次活动中，中国海军将在阅兵式
以及后续开展的联合训练中展示出
令人振奋的精神风貌。”

展示中国海军维护世界和平的坚
定信念。“海上阅兵也是一种军事外交
行动，中国海军将向到访的各国舰艇及
世界各国展示和平的理念。”尹卓说，邀
请多国海军舰艇参加庆典，也是海军的
传统做法，可以增进中国海军和其他国
家海军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友谊，有助
于共同维护世界海洋的安全和稳定。

海上阅兵是对中国海军建设成就的全方位展示

本报讯（张翟西滨）4月 2日，笔者从咸阳市精
神文明建设暨创文巩固提升推进会上获悉，咸阳
市总工会荣获志愿者服务先进单位和创文巩固提
升工作优秀等次。

今年初，咸阳市总工会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将
巩固提升创文成果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分类
指导、整体推进，本着“1＋X”（1即主题，X即活动）
新思路，常抓常新、亮点多多。如，市总采取包抓
联系点和分片包干做法，组织干部走上街头义务
捡拾烟头、纸屑，劝导市民文明出行；新建 60个工
会爱心驿站；开展“善行义举进企业”活动；市工人
文化宫职工美术馆常年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春
节前夕，相继开展 2019红色咸阳——民俗艺术展
暨民间面花（花馍）大赛、新春祝福送给赵梦桃生
前七姐妹、送万福进万家书法惠民公益活动；号召
并组织机关和基层工会干部在线参与“学习强国”
平台；组织 40余名劳动模范植树等。

“1＋X”助力创文巩固提升
咸阳市总工会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22 日宣布，
亚投行理事会已经批准科特迪瓦、几
内亚、突尼斯和乌拉圭为新一批成
员。至此，亚投行成员达到 97个。

“非洲和拉丁美洲成员数量增
长，显示出这些国家对提升基础设施

以及加大与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视。”
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说，“这
也折射出我们的成员致力于多边合
作和高标准治理。”

上述四国完成各自国内程序以及
向亚投行缴纳首笔注资后，它们将正
式成为亚投行成员。据了解，这四个

国家的份额将来自亚投行现存份额池
中未被分配的部分。

亚投行由中国倡建，总部位于北
京，是一家专注于基建投资的新型多
边开发银行。秉持“简洁、廉洁、清洁”
的核心价值观，亚投行赢得世界广泛信
任，成员持续增加。

四国“入群”亚投行成员增至97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