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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8月 5日，省总
工会与西安市莲湖区区委、区政府就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进行座谈。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并讲
话。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安强，省总工会副主席、一级
巡视员丁立虎，西安市莲湖区区委书记张
涌，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杰出席。省总
工会、莲湖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西安市“三改一通
一落地”的重要方面，是改善群众居住条
件、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座谈会上，莲
湖区住建局、莲湖区青年路街办对莲湖区
老旧小区改造和省总工会机关家属院老
旧小区改造情况进行介绍。双方就省总
工会机关西北一路 88号院和谢家村两个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行了交流。

在认真听取大家的交流发言后，郭大
为首先对莲湖区区委、区政府主动作为、
上门服务，共同研究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表示感谢。郭大为指出，西安市的老旧
小区改造是顺应群众期盼、回应群众关切
的重大民生工程、幸福工程，对于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提升区域环境面貌、迎接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具有重要意义。省总
工会机关要抓住西安市改变城市面貌提

升城市品位这一良机，带头支持、配合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责无旁贷做好职工思想
动员，多与莲湖区相关部门沟通协商，严
格标准，注重细节，力争一次性改造到位，
改造成标杆工程。

郭大为强调，工会是“职工之家”，也
是莲湖区区域内的省级机关。要增强服
务基层意识，善作善为，一如既往支持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指导帮助基层工会
做好各项工作，实打实为职工群众维权服
务。省总工会机关干部要放下架子、沉下
身子，多与莲湖区交流走动、沟通协商，共
同做好党工共建、干部交流等工作，在省
级机关与辖区党委政府合作共赢方面走
在前、做表率。

张涌、王永杰表示，莲湖区委、区政府
将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加快工程进
度，全力以赴把这项得民心的事做实办
好。要加强与省级部门的联系对接，强化
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发展提升。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省总工会与西安市莲湖区就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行座谈
郭大为出席并讲话

眼睛紧盯显示屏，左手调节按钮，右脚
有节奏地下踩，养路机械剧烈抖动，拳头大
小的道砟被捣得更密实……烈日炙烤下，
驾驶室里，郭伟红一遍遍重复着这些动作。

修建铁路 10多年，这一次，他终于为
自己的家乡修高铁了。

郭伟红 36岁，是中铁一局新运工程有
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主要负责给铁轨做

“整形”。“因为铺设好的轨道存在弯曲、高
低不平等情况，‘整形’后可以进一步提高

轨道安全性和平稳性，是铁路建设中必不
可少的一个步骤。”

他参建的是将于今年通车的银西高
铁。这条铁路是我国铁路“十三五”规划
实施的重点工程，全长逾 600 公里，连接

“塞上江南”宁夏银川和陕西西安，通车
后，两地单程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约
14个小时缩短至 3小时左右。

因为家乡永寿县也有停靠站点，郭伟
红的使命感似乎更强。“今年原本过完年就
要开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开工
推迟。”突然闲下来，郭伟红在家根本待不
住，就盼着早日复工。

复工后，按照公司要求，郭伟红和 30

多位工友分为白班和夜班，驾驶连续式捣
固车、双向配砟整形车、动力稳定车等养
路机械连续奋战，几乎 24小时不停工。“我
们一共要养护三遍，作业量达到 600多公
里，现在不但不能耽误工期，而且要保质
保量早些完成。”他说。

每次作业前，作为施工组长，他还要
负责向工友宣讲施工安全和操作规程等，
是工友眼里责任感很强的人。

郭伟红说，这份责任感既来源于职业
要求，也有自己的“私心”。

“从高原到沿海，我参与修建过青藏
铁路、甬台温铁路等等，这一次能给自己
家乡修高铁，心情自然更激动。”他说，“高

铁通了，不仅家乡人出行方便，还会带来
人流、物流，势必带动家乡发展，能让乡亲
们早日奔向小康。”

趁着休息间隙，郭伟红拿出妻子专门
买给他的玫红色水杯，咕嘟咕嘟一口气喝
下半杯绿豆汤降温，而他的后背早已湿
透，工服贴在身上。

尽管离家不远，但他很少回家，“工期
紧，任务重，耽误不得。”他说。

郭伟红有两个心愿，一个是等到银
西高铁建好后，他想带着一家老小坐上
第一趟车；另一个是希望有一天，能带
着自己多年积攒的技术和经验到国外
修路去。 （张斌）

烈日下，与时间赛跑的人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 5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向黎巴嫩总统奥
恩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惊悉贵国首都贝鲁特发

生重大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
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
伤者早日康复。

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
向 黎 巴 嫩 总 统 奥 恩 致 慰 问 电

■最高法：建立干预过问案件情况“零报告”制度
■国家两部门：加快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进程
■国家七部门：发布实施细则 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
■“永远的长安——陕西唐代文物精华展”沈阳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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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位独居老人该来透析
却没来，负责照料他的护士留了
心，一直联系，甚至协调了多方帮
忙，结果发现老人在家中晕倒，挽
救了老人的生命。这一事迹在网
上被传开后引来无数点赞，大家
说：这位护士真有心！

无独有偶，近日湖北恩施一个
沙子坝发生山体滑坡，然而却没有
一人伤亡，全是因为在滑坡发生36
个小时前，附近村民就开始有序撤
离了。这一切都要感谢当地村民
陈光明，他发现了征兆，没有放过，
马上拍照发到了相关微信群中，及时提供了预警。
大家都说，老陈一张照片救了一乡人！

在工作中，多留个心，确能发挥很大作用。
多留心，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堵住漏洞。铁路管

理员巡逻时发现铁轨上的一颗螺丝钉掉了，及时报
告或者维修，便能避免重大事故；学校老师多留意观
察班上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家长保持良好沟通，能让
孩子更健康、快乐地成长；公司财务及时发现数据统
计表中的差错，能使公司避免损失；脱贫攻坚战中，
贫困户的很多具体困难都是干部在走村串户中了解
到的，坐在办公室里，往往发现不了。各行各业、各
种职位，都可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而多留个
心，多留意细节，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堵住漏洞。

多留心，可以及时抓住机会，打开局面。志在创
业的团队，平时留心观察生活中的商机，可以帮助找
到企业定位，利用市场空白突出重围；刚入职场的新
人，多留心，抓住表现机会，有助于迅速成长；脱贫攻
坚中，发现真正穷根，往往就好想主意了，脱贫的曙
光也就展现了。多留心是把握机会的一把钥匙。

能不能在工作中多留心，其实是每个人成才的
关键。“世事留心皆学问”，干工作，用不用心，在不在
状态，效果大不一样。何为形式主义？简单说就是
空有形式，不走心，甚至以形式取代内容，以走过场
代替踏实做工作。用心做工作，扑下身子加油干，既
有利于社会，又是自身发展的根基。

多留心，对人对己，受益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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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 谭谟晓）
银保监会 5日发布《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
这是银保监会成立以来首次对财险业发
展和监管出台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据介绍，近年来财险市场由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财险监管工作从功能
监管向机构、功能监管并重转型，对财险

市场发展加强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对监
管工作进行谋篇布局更为必要和迫切。

方案明确，到 2022年，财险业保持平
稳较快增长，保障水平、服务能力和资本
实力进一步增强，基本实现财险公司偿付
能力充足率均达标、风险综合评级均在B
类以上，推动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治
理科学、竞争有序的财险市场体系。

方案要求，推动行业向精细化、科
技化、现代化转型发展，改进业态模式，
深耕细分市场，推动服务创新，提升数
字科技水平，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增强
保险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民生能力，引
导保险公司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支
持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保障国民经济产
业发展。

方案提出，提升行业对外开放水平
和国际影响力，落实金融业对外开放重
大举措，支持财险公司“走出去”，加快再
保险市场发展。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指导各银保监
局、财险公司结合实际，研究制定配套措
施，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安排，确保各项
工作落实到位。

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出炉

8月5日，中铁一局施工人员在西安
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作业。

目前，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按照
施工节点要求稳步推进。该工程于2015

年正式启动，采取“边行车、边建设”的施
工方案，此次改扩建工程将大幅提升该
站的运输能力与旅客乘车环境。

张博文 摄

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
8月4日，航拍的平利至镇坪高速

公路。平利至镇坪（陕渝界）高速公
路是国家高速公路联络线G6911安康
至来凤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路段。

据悉，该高速公路总投资 110.41
亿元，路线全长81.445公里，双向四车
道，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

袁景智 摄

平利至镇坪（陕渝界）高速公路开通在即

重大项目建设加速 传递陕西经济“回暖”信号

高温下的劳动者

本报讯（蒋晓强）日前，2020年国际桥梁与结构
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获奖名单公布。由中铁工业宝
桥集团参建的港珠澳大桥，荣获 2020年国际桥梁与
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据悉，这是继泰州长江
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之后，中铁宝桥参建的桥
梁工程第三次获此殊荣。

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总长约55公里，是目前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建设难度
最大的桥梁之一。

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中铁宝桥承担了该桥九
洲航道桥重达 4.3万余吨的钢梁和钢塔生产制造任
务，钢桥梁总长 2.6公里，两座钢塔高度超过 100米。
其中，两座“风帆形”钢塔的生产制造，是中铁宝桥面
临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为此，中铁宝桥先后投
入巨资对江苏扬州、广东中山生产基地进行升级换
代，对整个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引入自动化生产
线，配装焊接机器人，特别是将钢塔在工厂整体制造
完毕后，采用整体大节段吊装的工法，这在国内桥梁
建设中属首次。

中铁宝桥参建的港珠澳大桥
荣获国际桥协杰出结构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