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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油 详见第二版

7 月 7 日 ，2020
年 高 考 大 幕 开 启 。
陕西省 27 万余名考
生在107个考区、266
个考点、9332个考场
参加高考，全省教育
系统将有4万余工作
人员参与考试组织
工作。

图为西安市育
才中学考点外，耐心
等候孩子的家长。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考场中，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
外，父母们踱步眺望。熟悉的情景，却
在今年特殊的背景牌下格外触动心
弦：落在试卷上的一笔一画，既组合成
彰显才智的千字作文，更汇集成千万
人默契合作的青春之歌。

从 1 月 1 日到 7 月 7 日，回望过去
的188天，这份考卷得来不易。猝然而
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
生活节奏。寒假一延再延、返校日期
一推再推、居家复习一言难尽，惶恐、
焦虑、忐忑、不安……各种情绪五味杂
陈。然而现在，事关 1000 多万名学子
人生抉择的高考，仅延期一个月举

行。这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这奇迹来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勇气与团结。疫病越要将人们分
隔疏离，我们却越要站得更紧密。一
场惊涛骇浪检验出经济发展的成色、
社会风气的底色。从城市到乡村，每
个人的牺牲与担当迸发出同等夺目
的人性之光。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才能不被一时的困难所压倒。再
登珠峰之巅测高、北斗系统顺利完成
全球组网部署、最后一个具备条件通
硬化路建制村顺利通车……这一个
个成就的达成、一桩桩诺言的践行，

都是向民族复兴目标迈进的坚定步
伐。当前经济复苏蹄疾步稳、新动能
持续释放、抓“六保”促“六稳”政策加
快落地，正走出疫病阴霾的中国经济
韧性可见一斑。

而这些，都是考场里青年学子们
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是时代赋予他
们难得的特殊财富，他们与时代一起
跳动的脉搏，在抗疫过程中体会到的
团结、守纪、奉献、牺牲的山河力量，不
仅会化为他们笔下的有力答卷，更会
成为难忘的高考记忆、时代底色，最终
化为书写青年华章的精神力量。

前行路上一马平川总是短暂的、

崎岖坎坷才是常态，但就像今天坐在
考场中的考生，无论中间经历多少坎
坷，通过坚持和努力，定下的目标一定
要实现、一定能够实现。

铃响笔停，考试终有竟时。2020
年的前188天，有奇迹、有光芒，更有反
思，这些都已化作历史的一页。但以岁
月为笔、以山河为卷，书写自己青春的
这份考卷才刚刚完成序章。 （萧海川）

岁月为笔 山河为卷 青春作答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从 7
月7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召开的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视频
会议上获悉，我省将再次调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将有 272 万名退
休人员受益。

这是自 2005 年以来连续第 16
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也是 2016年以来连续第 5次同步安
排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7 月底前，
企业退休人员调整增加的基本养
老金将全部发放到位、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发放到位。

据介绍，今年我省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调整继续坚持“并轨”原
则，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
的“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倾
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一是定额
调整，每人每月增加 57 元，体现社
会公平。二是挂钩调整，与缴费年
限和养老金水平双挂钩，体现调整
政策的激励性导向，引导参保人员
在职长缴费、多缴费，退休后多拿
养老金，多调养老金。首先是按缴
费年限调整。退休人员 15 年及以
内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
不含折算工龄，下同）部分，每满 1
年每人每月增加 2元；超过 15年的
缴费年限部分，每满 1 年每人每月
增加 3 元。缴费年限按整年计算
后，不足 1 年的按 1 年计算。其次
是按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以退
休人员本人 2019 年 12 月的基本养
老金为基数增加 1%。增加金额计
算到元，不足 1 元的部分按 1 元增
加。三是适当倾斜，对高龄退休人
员，70至74周岁的，增加 10元；75至
79周岁的，增加 20元；80周岁及以
上的，增加 30 元，体现了对高龄退
休人员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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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促
进技能人才培养、推动职业技能培训和
弘扬工匠精神中的重要作用，7月 7日，

中交二公局 2020年工程测量工职业技
能竞赛在灞河两岸提升改造工程项目
举行。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出
席开幕式并宣布竞赛开始。

此次职业技能竞赛为期三天，分为
理论竞赛和实际操作竞赛两个部分进
行，共有12支代表队的54名选手参加竞
赛。选手个人成绩为理论成绩×30%＋
实际操作成绩×70%，团体成绩按参赛
团队个人选手成绩的平均分由高到低
依次排序。工程测量作为中交二公局
的关键技能工种，直接为工程建设服
务，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本次竞赛被纳入陕西省职业技
能大赛二类竞赛和中国交建职业技能
二类竞赛，获得竞赛前 3 名的选手，将
报请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授予“陕西省技术能手”称号、中国交建
授予“中国交建技术能手”称号。

据中交二公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谢国强介绍，自 2015年起，该局每年
至少开展一次全局性的职业技能竞赛，
逐步探索出“培训+竞赛+鉴定”一体化

职业技能竞赛模式。
该局历来重视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先后印发了《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优秀高技能人才评聘办法》等规章制
度，通过实施“15163”重点人才培养工
程，预计到2025年底，培育600名左右技艺
精湛、高素质、复合型的高级技能人才。

开幕式上，裁判员和参赛选手分别
宣誓，表示要坚持职业操守，秉公执裁，
保证竞赛公开、公平、公正；严格遵守竞
赛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沉着应
赛，比出风格，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

开幕式后，张仲茜与陕西省建设工
会主席徐富权等亲切看望慰问参赛选
手，走进项目职工食堂、浴室、宿舍——

“幸福小镇”，了解职工工作、生活和收
入等情况，对中交二公局持续开展职业
技能竞赛和关爱职工生活的做法表示
肯定。张仲茜希望该局能够紧紧围绕
企业生产中心工作，通过职业技能竞
赛、“师带徒”等形式，加大技能人才培
养力度，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劳动者大军。

张仲茜看望慰问参赛选手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中交二公局举行2020年工程测量工职业技能竞赛
张仲茜出席开幕式并宣布竞赛开始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 刘奕湛）纪念全民
族抗战爆发 83周年仪式 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主持纪念仪式。

卢沟桥畔，气氛庄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 10时，纪念仪式在全场高
唱国歌声中开始。随后，各界代表缓步拾阶而上，依
次来到抗战馆序厅，手捧由红色石竹、黄色菊花、绿

色小菊组成的花束，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
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
英勇牺牲的烈士献花并鞠躬致敬。

纪念仪式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和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联合主办，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和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抗
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
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 200余人参加。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中核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 CD 运行一班组
建于 2010 年 9 月，该班组是陕铀公司维护核品生产线安全
稳定经济运行团队当中的先进代表，曾先后参与离心四期
工程、北区扩建工程和中核集团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一代铀浓缩离心机大型商用示范工程的建设调
试、运行维护等重要工作。2017 年 3 月，被共青团中央、国
务院国资委联合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干中学 学中干
CD运行一班担负公司生产线主、辅系统运行维护及配

合检修工作。在运行系统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部分加热
罩出现故障无法继续使用，加热罩是新型设备，公司内部暂
不具备检修手段，联系委外维修费用又偏高，班组成员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他们通过主动学习实施自主维修，诠释了“干
中学、学中干”的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技术钻研精神，在
努力提高自身设备维修技能的同时，累计节省资金 15.5万元，
倡导了“修旧利废、降本增效”的良好风尚。

2019年，针对供取料系统冷风箱压缩机背板发生变形、
部分加热罩出现故障无法继续使用、设备状态标识陈旧、
盘柜内标识不清等问题，班组成立攻关组，历经 45 天的施
工，攻关组共拆卸搬运紧固冷风箱压缩机背板 48 块，总重
近 1 吨，现场制作安装对开面板 96 块。施工过程中整理问
题包线 23处，补缺螺丝 31处，不仅消除了运行故障隐患，同
时有效解决了压缩机运行震动箱体噪音问题，检修效率显
著提高。

在公司重大工程安装调试期间，全班成员发现并处理
了系统多项异常，确保每批机组真空干燥合格率 100%。他
们克服了工程方案制定技术难度较大、工期要求紧、人员少
等困难，细心操作、认真检查，每一个连接点都用眼看、用手
摸。为了确保启动时万无一失，认真检查设备安装缺陷，对已
装设备、管道螺丝松动进行专项检查，仔细核对上万个设备编
号、查看螺丝是否松动，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消除设备缺陷。

有担当 有作为
“真学、真想、真干、真担当、真奋进”一直以来都是该

班组所奉行的运行精神，他们将“发现问题不拖延，遇到瓶
颈想办法”的理念贯彻到日常运行中，在各岗位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月”和“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以及创建“星级班
组”“青年文明号”和“安全示范岗”等活动。

他们日常看到的不是异彩纷呈的荧屏节目，而是核
燃料运行系统的监控画面，听到的不是美妙动听的旋
律，而是隆隆轰鸣的机器声；他们投身于生产，远离多彩
霓虹和绚丽烟花，迎着寒风，披着星光，恪尽职守；他们认
真监控、巡视设备和系统，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以专
业的操作确保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他
们以实际行动向着

“两大基地、六大中
心”的新陕铀全力
奔跑。 （秦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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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学 真想 真干
——记中核陕铀生产运行部CD运行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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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7月 7日，陕
西能源化学地质工会系统进一步落实百
万职工消费扶贫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女职委主任李秀华出席并
讲话。会议由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主席
张嗣华主持。

会议传达了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省委书
记胡和平、省长刘国中和副省长赵刚的
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陕西省扶贫开发
办公室等九部门《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
贫行动的通知》精神，学习讨论了《陕西

工会百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方案》。
张剑结合即将上线的“陕西工会消

费扶贫商城平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地对《陕西工会百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
方案》进行详细解读。他指出，开展百
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是省总工会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各级工会要认
真落实全总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
精神，充分发挥工会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制度优势、资源优势、群众优势，凝
聚全会合力专班推进。要充分发挥“陕

西工会消费扶贫商城平台”优势，利用
信息化手段，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
帮”等方式，破解优质产品“买不到”与

“卖不出”的矛盾，让陕西贫困群众鼓起
“钱袋子”的同时，丰富广大职工的“菜篮
子”，真正实现互利共赢，谱写新时代工
农联盟扶贫模式新篇章。

李秀华要求，各级工会要提高政治
站位，增强责任担当，凝心聚力抓好《陕西
工会百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方案》的落实
工作，加大政策激励机制，创新消费扶贫
模式，加强监督检查，同时不断强化宣
传力度，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形成

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全省工会消费扶
贫工作大格局，在助力陕西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中干在前、走在先，当好排头兵。

陕煤集团公司、陕西延长集团公
司、神华神东煤炭公司、中石油陕西公
司、陕西环保集团公司、中煤科工西安
研究院 6家工会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
致表示，要创新工作方式，加大工作力
度，线下线上联动，力争把《陕西工会百
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方案》落小落细落
实，让新时代工农联盟消费扶贫模式
在省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开花结果，取
得更大成绩。

陕西能源化学地质工会系统进一步落实百万职工消费扶贫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