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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在上湾煤矿 12402 综采面内，工
作人员对采煤机进行检修。

在陕北神府煤田优质煤海下，新近投用了一
批总重量超万吨的“钢铁巨兽”，用来“一口吞掉”
以前需要多次分层开采的特厚煤层，实现了8米以
上特厚煤层高产高效开采，提高了资源回收率。

这些“钢铁巨兽”安装在神东煤炭集团上湾
煤矿内，主要由世界首台8.8 米超大采高智能化
采煤机和 8.8 米超大采高综采装备液压支架组
成，设备国产化率达100%。投产后，其煤炭年产
量可达1600万吨。

为了驾驭这些“钢铁巨兽”，神东煤炭集团派
出了一支平均年龄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占
78%的精英队伍——上湾煤矿综采一队。他们通
过协作和努力，使上湾煤矿在采煤工效、成本、生
产能力、生产安全等方面跻身世界一流水准。

邵瑞 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院刚）11月
26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期，省财
政下达中央财政资金13.4亿元专项用于
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着力解决 2000
年以前的老旧小区破损老化、市政设施
不完善、环境脏乱差、管理机制不健全
等问题；综合改造惠及全省 460个小区

2783栋楼的10.99万户居民。
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集中评审

结果，此次下拨的资金突出重点、鼓励试
点，主要向工作方案成熟、能放大资金
效应、项目储备充分的地区倾斜。据
悉，省财政厅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与

“促投资、稳增长、惠民生”结合，积极会

同省住建部门开展调研，结合我省部分
市区先行试点经验，出台《关于推进全
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
见》，创新机制，实行资金竞争性分配，
通过财政补助政策引导多方参与老旧小
区改造，建立了政府、业主单位、居民和
市场共同参与的资金筹措模式。

13.4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全省老旧小区改造

游弋煤海的万吨游弋煤海的万吨““钢铁巨兽钢铁巨兽””

新华社杭州11月 27日电（记
者 张璇）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 27
日对外披露，截至 27日，全国已有 1
亿人加入了支付宝上的大病互助计
划“相互宝”。数据同时显示，这 1
亿多人在获得保障的同时，“相互
宝”已经救助了 1 万多名因大病或
意外陷入困境的成员，其中近一半
是 80后和90后。

支付宝数据显示，“相互宝”的 1
亿成员中，三分之一的成员来自农村
和县域，近 6成成员来自三线及以下
城市。在全国，参与“相互宝”人数最
多的 10个省份为河南、广东、山东、
四川、湖北、江苏、湖南、安徽、河北、
浙江。

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
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认为，“相互宝”
降低了保障门槛，并通过群体互助的
形式提升了抗风险能力，是完善大病
风险保障的有益补充和探索。

公开资料显示，大病互助计划
“相互宝”于 2018年 11月 27日上线，
模式是“一人生病，大家出钱”，即加
入计划的成员在加入后如不幸患上
重疾，可以申请最高 30万元的互助
金，互助金由其他成员均摊。

支付宝方面介绍，为进一步保证
公平透明，“相互宝”设立了案件调
查、公示等制度，接受大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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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决赛）举行
牛一兵郭大为出席

本报讯（师念）11月 27日，
陕西省“时代新人说——我和祖
国共成长”演讲大赛（决赛）在陕
西广播电视台举行。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兵，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
大为出席。

陕西省“时代新人说——我
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决赛）
现场，来自西安、咸阳、榆林、汉中
等地 13 位选手，分别从劳动筑
梦、不忘初心、脱贫攻坚、绿水青

山四个主题进行了自命题演讲。
最终，来自航天四院的胡红亮，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的马
洁、张国衡喜获大赛金奖。

据悉，“时代新人说——我
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是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系
列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部分省
（区市）举行的十个专题演讲比
赛中，我省共夺得 1个金奖、3个
银奖、2个铜奖。

与会领导同参赛选手合影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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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苏阳）11月 26日，记
者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由中科院
大连化物所和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
限公司共同实施的世界首例合成气
一步制高碳醇万吨级工业试验，在
榆林榆横工业园区完成，开拓了煤
基制高碳醇的新途径。

据了解，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开
发的新型钴-碳化钴基催化剂是此
次工业试验获得成功的关键。11
月26日下午，“合成气制高碳醇钴-
碳化钴基催化剂的创制及万吨级工
业试验”项目通过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合成气制高碳醇
钴－碳化钴基催化剂获授权发明专
利 11件，属于原创性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高碳醇是重要的精细化工原
料，用于合成增塑剂、洗涤剂、表面
活性剂及多种精细化学品，其后加
工产品在纺织、造纸、医药等领域的
应用十分广泛。当前，国际主流的
高碳醇生产方法——高碳烯烃氢甲
酰化法的原料和工艺技术被国外垄
断，国内企业普遍采取油脂加氢法

生产高碳醇，产能约 70 万吨/年。
油脂加氢法所用原料全部依赖进
口，价格昂贵且来源不稳定，因此高
碳醇产能始终无法扩大。合成气制
高碳醇钴-碳化钴基催化剂技术的
推广实施，将为精细化工行业提供
价优且充足的高碳醇原料。

另外，该技术通过调变催化剂
可以改变产物中高碳醇与液体燃料
的比例，符合我国大力发展煤制液
体燃料、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指导
思想，能够显著提升煤制燃料企业
的经济效益。

世界首例煤基制高碳醇工业试验在陕完成
可降低高碳醇生产成本和进口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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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一篇某互联网企业前员
工痛陈离职遭遇的文章在互联网上
广泛传播。一时间，“暴力裁员”成为
网络热词。这家企业随即发表声明，
向这位前同事致歉，表示“该主管并
没有充分尽责地了解其患病情况”，
承认在沟通和处理过程中，“相关人
员确实存在简单粗暴、不近人情等诸
多不妥行为”。目前，当事人已经申请
劳动仲裁。

看似简单的这一离职个案引发社
会关注，因为事情发生在一家知名的
网络公司。以往的舆论热点大多关注
名企名人明星如何如何，如今这一热
点聚焦于困难群众，可以说是社会舆
情的一个变化。

当前，不少企业采用“绩效评估制
度”来管理员工，自然有其合理性。但
是，如果对员工没有公平、公正的评
定，或者评定条款不清晰，只凭企业一
方的主观断定，且不去了解当事人的
实际情况。那么，这样的绩效考核有
可能会成为企业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的
借口和挡箭牌。

“十个指头有长短”，一个企业必
然会有员工处于绩效末位。但如果他
的其他工作表现都符合企业或者是劳
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企业就不能滥
用所谓的“末位淘汰”进行裁员。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聚拢人才首先要善待员
工。知名企业尤其要模范遵守劳动法规，营造有温度
的企业文化，不断增加凝聚力而不是离心力，不然的话
会让人看在眼里，凉在心里。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同时还需要仲裁机关等劳动
部门的监督管理，只有公平公正执法，才能有效保护劳
资双方的合法权益。透过这一事件，既可测试企业的
温度，亦可测试法规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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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11月 25日，省民政
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通知》，提出各地城市低保保障标准在现行保障标准
的基础上提高不低于 5%，农村低保最低限定保障标
准提高到4310元/人年。从2019年10月1日起执行。

陕西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本报讯（毛海峰 付瑞霞）第二架国产
新舟 60遥感机交付验收仪式，11 月 27 日
在西安市阎良区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院长吴一戎与西
飞民机公司副总经理朱建新，代表双方
共同签署了飞机交接证书。至此，我国

自主研发的两架高性能新
舟 60 遥感飞机全部交付中
国科学院。

多年以来，在我国领空
执行遥感观测任务的只有

两架国外的奖状“S/II”型遥感机，拥有我
国自主研发的遥感观测平台，一直是国
内科研人员的一个目标。2014年 6月，国
产新舟 60遥感机研制工作正式启动。经
过西飞民机公司 5年的努力，两架国产高
性能新舟 60 遥感机成功地完成了研制、

验证和适航取证工作。
新舟 60 遥感机总设计师丁亚修说，

新舟 60遥感机是以国产新舟 60飞机为基
础改装设计的航空遥感对地观测特种飞
机。为满足遥感机搭载不同功能设备及
观测目的多样化需求，设计人员对原机体
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在改装新舟 60
飞机的基础上，形成了新舟 60遥感平台基
本型、遥感平台天线罩型、遥感平台桁架
天线罩型、遥感平台副油箱型、遥感平台
桁架型、遥感平台副油箱小天线罩型等 6

种不同状态。从技术指标看，新舟 60 遥
感机的性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吴一戎说，航空遥感可以在一个局
部进行大量观测，在应急保障、救灾、农
业、水利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两架国产
新舟 60遥感机交付后，科研人员可以充分
利用这个平台，加载先进的光学遥感、微
波遥感等设备，使其成为开展我国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的有效技术手段。同时，它也
是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可以为人类能够更
好地研究地球的变化提供科学数据。

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新舟60遥感飞机交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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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