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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制动科
技有限公司设计所民
机设计班组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让型号
工作有序推进。近日，
在班组全体成员的不
懈努力下，新舟 700飞
机刹车控制系统与刹
车装置顺利交付。

西安航空制动科
技有限公司设计所民
机设计班组承担着民
用飞机刹车系统设计
与开发、预先研究、适
航验证、PMA、民机体
系建设等工作，被誉为
筑 梦 蓝 天 的“ 制 动
队”。该团队现有成员
30人，其中党员 18人，
团员 9人；高级职称 9
人，中级职称 9 人；本
科及以上学历 30 人，
硕士 15 人；平均年龄
29 岁，是一支技术精
湛、创新能力强的年轻
团队。这个团队先后
获得陕西省国防科技
工业工人先锋号、公司
先进班组、班组创新创
效奖励、专利 15项，班
组成员赵文庆曾荣获
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停工
停产长达数周。在复工人员有
限的情况下，民机项目总师马
晓军带领三名班组技术骨干紧

急赶赴湖南长沙，到
达主机单位后，他们
连夜完成了接口确认
工作，并于次日与主
机完成接口的协调，
得到了主机单位的高
度认可。

今年以来，该班
组采取细化项目分
工、明确落实节点的
管理方式，以“安全第
一”防疫理念为前提，
将项目分工细化到每
一位成员，并明确工
作落实的节点，整体
进度以天为单位精确
控制，保证研制进度
稳步推进。他们还采
取线上例会制度，在
疫情防控的同时，从
制度上保证了项目组
工作的进行。

为保证生产工作
顺利进行，该班组成员
经常一头扎到生产一
线，修正工艺、校对图
纸、零件装配，只要他
们能干的全部揽过来，
只要有需要他们的地
方，他们便飞奔而去！

抗疫数月以来，
民机设计班组从制度
上保证了疫情防控与
日常工作统筹兼顾，
树立了科学的防疫理
念，实现成员健康状
况实时跟踪，从管理

上保证项目的稳步推进。班组
成员以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
精神，构筑了一座坚实的防疫
堡垒，为新舟 700的顺利交付奠
定了基础。 （闵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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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二号”抵达三亚 深海产业再添利器
■军队医疗卫生机构药材采购进一步规范
■5月份1.4万多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被处理
■27日0时至24时陕西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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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8日，省国防工会召开 2020年机关
党建工作会议暨讲党课大会。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安排部署党建工
作，并以《立足岗位 埋头苦干 以新时代新业绩回报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和厚爱》为题讲党课。

吴志毅指出，要把加强机关党的建设作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内
容，积极推进支部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两学一树
三结对”活动、贯彻落实中央“两个通报”精神、切实
做好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为奋力
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吴志毅在讲党课中，以交流分享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给郑州圆方集团职工回
信精神的心得体会为主要内容。从“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校准思想、明确
方向”“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郑州圆方集团职
工回信精神，提高认识、强化担当”“ 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做好各项工作，展现作为、
不负期望”三方面进行了讲授，并提出了省国防工
会贯彻落实的具体思路和举措。

省国防工会召开机关党建工作会议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28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
书委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1人出席会议，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江必新作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修
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增加了对产
品局部外观设计给予专利保护的规定，完
善了有关产权激励、专利开放许可、专利
保护和专利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周光权作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

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加强
对学生负担、学生安全、学生欺凌等方面
问题的治理，强化家庭、学校、网络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的网络保护责任以及相关主
管部门的监管职责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胡可明作的出口管制法草案修改
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明确临时管制
实施期限届满如何处理，整合相关管制
物项出口许可，强化管制物项最终用户
和最终用途管理，进一步明确海关相关
职责和权限等。

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适应预防、
惩治犯罪的需要，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
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议
案。草案共修改补充刑法 30条，加大对安
全生产犯罪的预防惩治，对社会反映突出
的高空抛物、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

的犯罪作出明确规定，完善惩治食品药品
犯罪规定，完善破坏金融秩序犯罪规定，
加强企业产权刑法保护，强化公共卫生刑
事法治保障，修改完善生态环境等其他领
域犯罪规定等。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宁
作了草案说明。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完善行政处罚制度，委员长会议提
出了关于提请审议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
的议案。草案对行政处罚的定义和种类，
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行政处
罚实施主体，行政处罚的适用、程序、执行
和执法监督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受
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作了草案说明。

为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
用，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委员长会

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数据安全法草案
的议案。草案规定了支持促进数据安全
与发展的措施，建立健全国家数据安全管
理制度，落实开展数据活动的组织、个人
的主体责任等。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俊
臣作了草案说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
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
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
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委
员王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部分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
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
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京举行
初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数据安全法草案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6 月以来，我国江南、华南、西南
暴雨明显增多，多地发生洪涝地质灾害，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做好洪涝
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等工作，防灾救灾取
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多地进入主汛期，一些地

区汛情严峻，近期即将进入台风多发季节。国家防总
等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相关地区做好防汛、防
台风等工作。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坚
决落实责任制，坚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相结合，加
强汛情监测，及时排查风险隐患，有力组织抢险救灾，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维护好生产生活秩序，切实把确
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国产新支线客机国产新支线客机ARJARJ2121进入我国主流航空市场进入我国主流航空市场

6月28日拍摄的飞机交付仪式现场。
当日，三架崭新涂装的国产新支线客机

ARJ21飞机在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国商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总装基地集结，分别交付给国航、东
航、南航三大航空公司，标志着ARJ21进入我国
主流民航市场。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
计局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823.4亿元，由 4月份同比下
降4.3%转为增长6%。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分析，5月
份，随着复工复产深入推进，生产经营秩序逐步恢
复，工业企业效益状况持续改善，当月利润增速实
现由负转正。

统计显示，5月份，工业企业成本上升压力明显
缓解。同时，工业品购进价格回落幅度明显超过出厂

价格回落幅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盈利空间。此外，石
油加工、电力、化工、钢铁等重点行业利润改善明显。

从累计值来看，1至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8434.9亿元，同比下降 19.3%，
降幅比 1至 4月份收窄 8.1个百分点。

朱虹说，尽管 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今年以
来首次增长，但疫情影响下市场需求依然偏弱，利
润回升的持续性还需进一步观察。下阶段，要积
极贯彻落实各项援企助企政策，稳住经济基本盘，
促进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5月份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
者 刘羊旸）根据国家能源局近
日发布的《2020 年能源工作指
导意见》，2020 年我国将新增
清洁取暖面积 15 亿平方米左
右，新增电能替代电量 1500 亿
千瓦时左右。

意见提出，2020年，电能占
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7%左

右；光伏扶贫等能源扶贫工程持
续推进，完成“三区三州”和抵边
村寨农网改造升级。

意见明确，加大民生用能
基础设施投入，加快能源惠民
利民工程建设。同时，加快化
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大力推
动非化石能源发展，持续扩大
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我国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近期我国南方
地区多地遭遇强降
水，部分江河水位偏
高，山洪地质等灾害
频发，防汛进入关键

时期；同时，全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复工复产
仍承受压力。特殊时期，各地须坚持底线思维，警惕
汛情与疫情叠加，强化责任意识，守护好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维护好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今年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区域性暴雨洪涝重
于常年。截至6月23日，洪涝灾害造成广西、贵州等
26省（区、市）1122万人次受灾，9300余间房屋倒塌，
农作物受灾面积86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41亿元。

做好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尤其在进入主汛期的关键时期
决不允许松口气。

当前我国已进入防汛关键时期，也是各类安全生
产防范的特殊时期。要多看到问题，预防极端天气频
发带来的风险，牢牢守住重大风险安全底线，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进一步做好防汛准备，维护经济社会大
局稳定。

面对多重考验，要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每一位
领导干部都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作为防灾减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旱情、灾情
变化，强化监测预报会商研判，提早发布灾害预警，提
前安排部署防范应对措施。

同时，还要强化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改，重点抓好
江河湖泊洪水和山洪地质等灾害防范，守好盯住山
洪地质等灾害多发区，严密防守水库堤坝等重点部
位，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应对。此外，还要强化应急抢
险人员转移安置，落实基层转移避险的责任，细化避
险转移预案，在需要的时候果断转移有危险的群众，
千方百计减少人员伤亡。 （胡璐）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防范汛情与疫情叠加冲击
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秦岭南五台北麓是唐村·中国农业公园的所在
地。为保障唐村及其周边电网安全运行，国网西安
市长安区供电公司提前梳理，精心谋划，针对唐村
电网基础薄弱，线路老化严重的情况，近日组织施
工人员实施线路升级改造工程。 杨浩 摄编辑：兰增干 版式：张瑜 校对：田丁辉

据新华网广州6月28日电
（关锦恒）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一
小时生活圈”再添新时速。28
日，广东省航运集团旗下广东省
水上公交有限公司开通广州南
沙客运港码头至深圳机场码头
航线，航线全程约 15.3海里，航
行时间仅需 35 分钟。这是广
州南沙第一条直航深圳的水上

高速客运航线。
28 日上午 10 时许，南沙客

运港码头至深圳机场码头航线
启航。航线专门建造的两艘豪
华双体高速客船“新时速 1”和

“新时速 2”各有 199 个客位，
客舱座位分为普通舱、头等舱
和贵宾舱，满足不同旅客的出
行需要。

广深首条水上高速客运航线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