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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10 月
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新
时代大庆这样回答“铁人三问”》，并在记
者调查版同时推出长篇通讯《大庆为何青
春常在》，从大庆油田 60 年来的卓越贡献
里，深入揭示“大庆为什么能行”的密码，
生动展现大庆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
田的新时代新作为。

大庆为什么始终能行？我们不妨从
人才的角度来观察。

刘丽很普通，是大庆油田采油二厂一
名采油工；刘丽又很不平凡，是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首届“石油名匠”，35
岁就成为大庆最年轻的集团公司技能专

家。而像刘丽这样的技能人才、工匠大
师，大庆有一大批。

一个人成才，或许源于个人的才干和
勤奋；一大批人成才，则必然有着适宜成长
的环境。大庆是怎样创造这种环境的呢？

以机制作“土壤”。大庆油田多年来建
立并不断完善自主创新管理体系，比如
2011年，刘丽领衔成立“刘丽工作室”；2014
年，工作室扩容，尝试多工种、跨专业联合
攻关；近几年，又向“研发、生产、应用”一体
化发展。“小作坊”变成“创新大联盟”，成员
达531人，包含采油、集输、测试、机械等11
个分会。

用平台引“活水”。大庆油田工会充分
发挥劳模群体的典型引领作用，成立68个
劳模创新工作室，形成一个个攻关平台。
刘丽告诉我们，工人只要有创新想法，即使
还不成熟，照样可以提交给工作室，工作室
会组织相关专家评议、完善；如果要搞发明
创新，可给工人提供场地、材料、设备等。

以氛围造“空气”。有人说：巨匠是在
严格的规矩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的。创
新精神的培育需用不断完善的严密制度
作保障。大庆每个阶段都不回避失误，反
而将失误当作完善制度的机遇。“一把大
火烧出‘岗位责任制’”“一把扳手砸出‘八

不交接法’”……正是这种较真的氛围，
“三老四严”精神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创新精神、工匠精神才以制度规范的形式
成为习惯和遵循，融入大庆人血脉。

以激励为“阳光”。大庆以激励机制
激发工人创新积极性。一线职工摸索、提
炼出的具有独创性、先进性、经济性和普
及性的发明创造，都会以员工名字命名。
贡献大的还与职称等挂钩，刘丽工作室就
有6人被聘为技能专家，30多人被聘为高
级技师和技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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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60 年来，大庆
精神代代相传，依靠的不仅是王进喜、王
启民、李新民等榜样的力量，更是模式、机
制上的不断创新。大庆这方面的做法很
能给我们以启示。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培厚工匠精神土壤
·黄福特·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巡回演讲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10月 14日，由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主办，陕西省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承办的“全国模
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巡回演讲活动（陕西

站）”在西安举行。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主任张文涛出席并
讲话，省人社厅副厅长张虎成致辞，省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作总结。

张虎成要求，用人单位要充分发挥劳
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作用，不断加强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体制机制建设，依法保障广
大职工基本权益，加强企业用工的指导和
服务，开展劳动关系突出矛盾源头治理，
及时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领域重大风险，确
保全省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在 6名演讲团成员演讲后，张仲茜总
结指出，要通过发挥创建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活动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鼓励
广大企业依法依规经营，严格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广大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各项权
益；要始终坚持促进劳动关系双方互利
共赢，在发展中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劳
动关系三方要同频共振、精准发力，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共同推动
形成和谐劳动关系共建共享的生动局
面；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继续深入推进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积极探索和谐
劳动关系创建新举措、新路径，大力培育
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文化，弘扬尊重
劳动、关爱职工新风尚，

会上，播放了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宣传视频，发出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倡议。来自山东、湖南、江西的 3家企业
代表及我省的 3家企业代表进行了演讲。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省已评比表彰
省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242家，劳动关系
和谐工业园区 14家；33家企业和工业园
区荣获“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
工业园区”荣誉称号。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10月 14日，记者从
省住建厅获悉，我省全面推行住建领域企业电子资质
证书（限省住建厅许可范围）。

电子资质证书范围包括，省住建厅行政许可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工程勘察企业、工程设计企业、建筑业
企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工程监理企业、房地产开发
企业、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和房地产估价机构
备案证书。

电子资质证书分批准件和使用件。批准件用于
企业宣传、展示等非经营性活动，使用件用于承接工
程或咨询服务等经营性活动。批准件包含企业基本
信息、资质信息、验证二维码、颁发机构电子签章和批
准日期。使用件除包含上述信息外，还包含证书用途
和使用期限。

据悉，自省住建厅《关于实行住建领域企业资质
电子证书的通知》发文之日起，全面启用电子资质证
书，停发同名纸质证书。

我省推行住建领域企业电子资质证书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0月 9日，省
统计局发布《2018年陕西省研发经费投入
情况概览》（以下简称《概览》）。《概览》显示，
2018年，陕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投入保持较快增长，陕西R&D经费投入
强度排名全国第7位，较上年提升1位。

2018年，全省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532.42亿元，比上年增加71.48

亿元，开创了 1991年以来增量
之最，增速比上年提高5.6个百
分点，是近五年来增长最快的
一年；R&D经费投入强度（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地区生产
总值之比）为 2.18%，比上年提

升了0.08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
55.05万元，比上年增加8.11万元。

按经费用途分，研发经费分为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其中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统称为科学研究，其投入规模和
水平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科技实力。
2018年，我省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为 1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6%，占研发经费的比
重为 28.2%，比上年提升 4.6个百分点。其
中，基础研究为 29.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6%，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 5.4%；应用研
究经费为 120.74亿元，比上年增长 7.5%，
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 22.7%。

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是全社会
研发活动的三大主体。《概览》显示，2018
年，我省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研发
经费支出分别为 264.74亿元、248.06亿元
和 48.80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1.9%、
17.3%和 29.8%。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研发经费占全省研发经费的比重分别
为49.7%、40.4%和9.2%，对全省研发经费增

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9.5%、44.5%和15.7%。
《概览》还显示，规上工业企业是企业

研发活动的主要力量。2018年，全省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为 216.56亿元，比
上年增长10.3%，是“十三五”以来增长最快
的一年，占全部企业研发经费的 81.8%，对
企业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率为71.6%。

分地区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支出超过 10亿元的有西安、宝鸡、延
安、汉中、咸阳、渭南 6 个市，共支出
511.47亿元，占全省的 96.1%。R&D经费
投入强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有西安市
和杨凌示范区，其中西安市仍是我省研
发投入的主阵地。

2018年陕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排名全国第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 14日发表的《中国
的粮食安全》白皮书说，我国居民
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贫困人
口吃饭问题有效解决。

白皮书介绍，我国居民膳食
品种丰富多样，营养水平不断改
善。2018年，油料、猪牛羊肉、水
产品、牛奶、蔬菜和水果的人均占
有量分别为 24.7公斤、46.8公斤、
46.4公斤、22.1公斤、505.1公斤和
184.4 公斤，比 1996 年分别增加
6.5公斤、16.6公斤、19.5公斤、17
公斤、257.7公斤和 117.7公斤，分

别增长35.7%、55%、72.5%、333.3%、
104.2%和 176.5%。居民人均直接
消费口粮减少，动物性食品、木
本食物及蔬菜、瓜果等非粮食食
物消费增加，食物更加多样，饮
食更加健康。

白皮书说，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平均
每标准人日能量摄入量 2172 千
卡，蛋白质 65克，脂肪 80克，碳水
化合物 301克。城乡居民膳食能
量得到充足供给，蛋白质、脂肪、碳
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供能充足，碳
水化合物供能比下降，脂肪供能

比上升，优质蛋白质摄入增加。
白皮书还说，中国高度重视

消除饥饿和贫困问题，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探索出了一条
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消除饥饿和贫困的成功道路。
贫困人口“不愁吃”的问题已基
本解决，重点贫困群体健康营养
状况明显改善。贫困地区青少
年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广泛实施，
婴幼儿营养改善及老年营养健
康试点项目效果显著，儿童、孕
妇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营养水
平明显提高。

白皮书：我国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贫困人口吃饭问题有效解决

10 月 12 日 ，
安康水电厂员工
在打捞清除汉江
里的漂浮物（无人
机拍摄）。

入秋以来，我
省汉江流域持续
降雨，安康市瀛湖
湖面出现大量漂
浮物。被誉为汉
江上的“清道夫”的
国网安康水电厂打
捞队，出动打捞船
队，通过趸船、专业
清漂船、人工船进
行立体打捞，确保
核心景区水面干
净整洁。

袁景智 摄

汉江汉江““清道夫清道夫””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记者

14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切
实配齐建强师资队伍，打造一支政治
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
人格正，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
足、素质优良、名师辈出的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队伍。

意见明确提出，切实加强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队伍配备管理。核定或
调整中小学编制时应充分考虑思政
课教师配备情况，严格按要求配齐思
政课教师；严把选聘政治关、师德关、
业务关，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信
仰的人讲信仰，师德高尚的人讲思政
课；建立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退出制
度，对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损害党中央
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按相
关要求从严处理，对违反职业道德行
为的、不能胜任思政课教学和未按要
求完成培训学时的及时调离或退出
思政课教师岗位。

意见强调，全面提升中小学思政
课教师素质能力，不断创新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评价激励机制。制定与中
小学思政课教师岗位特点相匹配的
评价标准；完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教
学改革激励机制，引导广大思政课教
师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推进国家
级中小学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建设；健
全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表彰奖励机制，
选树优秀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在有
关表彰中向思政课教师倾斜。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我国
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已有
8.81万家民营企业在“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中公益投入139.1亿元。

记者14日从在京举行的全国“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论坛了解
到，截至2019年6月底，参与“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民营企业达到
8.81万家，产业投入 753.71亿元，公

益投入 139.1亿元，安置就业 66.15万
人，技能培训94.1万人。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
副会长谢经荣表示，下一步，“万企帮
万村”行动将继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继续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
支援，做好消费扶贫工作，做好产业
扶贫向乡村振兴的转变过渡，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万企帮万村”行动由全国工商

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于
2015年 10月发起。该行动以民营企
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
贫困户为帮扶对象，以签约结对、村
企共建为主要形式。本次论坛由全
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领导
小组主办。

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的民营企业公益投入已近1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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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雷魏添）10月12日，在中煤陕西榆林能
源化工有限公司，一台搭载 4K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
在公司厂区成功完成5G无人机巡检工作，通过5G网
络将煤化工空分装置、气化装置的 4K高清视频信号
实时传输到公司调度室大屏。这标志着榆林在全省
率先实现“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应用。

据悉，为加快“中国能源数谷”建设，推进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技术在榆林应用，
榆林市决定先期开展部分 5G场景应用试点，由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协调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华为公司陕西代表处、中国电信榆林分公司
共同签署了“5G应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成立
了 5G应用研究实验室，提出基于企业需求的 5G能
化企业场景应用试点方案，探索 5G园区巡检业务等
相关技术应用，通过华为业界领先的 5G网络技术，
完成园区 5G网络部署及优化，为榆林市 5G技术应
用提供宝贵经验。下一步，三方将结合企业需求，建
设5G智慧园区、大海则煤矿高端5G无人机巡检、5G
无人驾驶、5G机器人采矿等项目。

榆林在全省率先实现“5G+

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应用

10月12日，省总工会机关党委组织直属机关100
余名党员干部参观陕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成就展。图为参观现场。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记者 14日从国家公
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年度公务
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 10月 15日 8:00至
10 月 24 日 18:00 期间，登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
bm.scs.gov.cn/kl2020）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
将于 11月 24日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
辖市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

这是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实施后第一次中央机
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计划招录 2.4万人，涉
及中央和国家机关 86个单位、23个直属机构。

国家公务员局再次郑重提醒，本次招考不指定
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
辅导培训班。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年度

公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