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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当劳模 终生作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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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劳模、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三公司钳工组长宋卫东 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
第一，高价值核心专利持续涌现，版权
意识 、品 牌 观 念 、专 利 思 维 深 入 人
心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国 知 识
产权保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全社会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极
大激发了创新活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当
前，我国正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
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
量向提高质量转变。唯有强化全链条保
护，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
治理等多种手段，才能构建更加严密高效
的保护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逐步完
善；通过“互联网+”对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进行源头追溯、在线识别、实时监测；
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开展联合
惩戒，使严重失信者一处受罚、处处受
限；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一站
式”综合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部署推动一系列改
革，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行动、规划，强
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具备了很好的基
础。未来，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审查
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
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
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打通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增强系统保护能力
的同时，让知识产权的经济社会效益加速显现，促进“中
国制造”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跃升。

据悉，我国正加快制定面向2035年的知识产权强国
战略纲要和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做好知识产权事
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将推动知识产权向更高质量创造、
更高水平保护、更高效益运用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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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坚守一线钳工岗位，8个春节在施
工现场过，一家三代人一同工作生活在项
目施工工地。

作为第三代化建人，宋卫东身上的执
着、坚毅、质朴总是让人有一股干净、担当、
纯粹和舒畅感。面对荣誉，宋卫东却说：“其
实，我们公司优秀的技能人才很多，大家都
在默默奉献，我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党和国家
的教育和培养，离不开公司搭建的平台，离
不开各级工会组织、工友的支持和帮助。”

11月 24日，对新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们来说，都是激动和难忘的日
子，宋卫东也不例外。但他婉拒了应有的欢
送和欢迎，刚受表彰返回就立即驱车赶往施
工现场。“我离开的这几天，一直操心着工程
上的事情。尤其是进入冬季，更是不能有丝
毫的松懈。”宋卫东如是说。

今年 50岁的宋卫东，是陕西化建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三公司钳工组长。常年奋战在施
工建设一线，多次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攻坚克

难，已有7项创新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
项正在申报中。是杨凌示范区截至目前唯一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一线工人，也
是化建公司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一线工人。

爱钻研 善用发明解难题
在生产实践中，宋卫东屡次用技术革

新和发明创造化解生产难题，在他的带领
下，《一种新型换热器抽芯机》《大型法兰阀
门快速试压台》《一种法兰对中校正器》等
多项创新成果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015年，宋卫东牵头创新设计的“法兰
对中校正器”获国家实用专利，该项成果解
决了管道因开停车过程中温度、压力变化
大导致法兰拆卸时的错位、憋劲压力大的
二次对中问题，特别适用于高空及操作空
间狭小且用传统方法不易操作的各种管道
法兰检修、拆换垫工作，其外形设计简单且
体积小，携带方便、操作简单、使用安全。
现已在检修工程施工更换 DN200 以上阀
门、法兰垫片 2600 余次，节省人工成本近
30万元，可靠性比较强。

在石化企业的热动力中心，锅炉运行
很容易产生炉渣，如果使用人工进行清理，
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污染大，操作人员稍
不注意就会被烫伤。针对这一问题，宋卫
东带领工作室成员，潜心研发，一种能够代

替人工捅渣的机械捅渣机应运而生，以前
炉渣堵塞后需要 5-8 人进行捅渣，采用捅
渣机后，用电动控制只需 3人操作，是人工

捅渣的 5-10倍。据测算，在当年的锅炉检
修过程中共节约成本 10余万元。

（下转第二版）

宋卫东宋卫东（（右右））和同事在车间进行安全检查和同事在车间进行安全检查。。

根据《陕西省总工会“三秦最美系列”选树活动实施办法》有
关规定，经推荐申报、网络投票、联评联审、省总工会党组会议研
究，确定以下10名同志为“三秦最美农民工”人选，现予以公示。

李 静 陕西五环(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细纱车间值车工
张秋利 铜川市新区保洁绿化公司环卫工人
林建锋 陕西交通建设集团西商分公司

商州北管理所黄沙岭隧道站水电工
吕生丽 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赵梦桃小组”值车工
欧明贵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一部钢筋工
刘文会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后勤服务中心保安
王胜利 延安市志丹县永盛建筑公司瓦工
范学军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

象山矿井综采一队生产班班长
张严峰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地铁五号线

TJSG-11标项目经理部试验员
李世银 陕西永峰宏博实业有限公司木工工长
公示时间：2020年12月3日至2020年12月9日。
如对公示人选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

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于公示期内邮寄或直送陕西省总工会宣教
部（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我们将严格遵
守保密工作纪律。

联系地址：西安市莲湖路389号
邮政编码：710003
联系电话：029-87329839（传真）

陕西省总工会
2020年12月3日

“三秦最美农民工”人选公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杨开泰）12月2日，商洛市总工会举行学
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讲
辅导报告会。全国劳模宁启水、唐红涛分享了参加表
彰大会的感受和体会。

会议要求，各级工会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进
一步找准定位，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彰显工会担当作

为，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广大职工
群众主力军作用。要以服务职工为中心，切实关爱劳
动者，不断增强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
市广大职工要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为榜样，爱
岗敬业、勤奋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造，为奋力谱写
商洛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商洛市总工会 不断增强职工群众获得感

本报讯（白建靖）近日，榆能横山煤电公司邀请全
国劳动模范、横山区红十字会医院骨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胡万彪作事迹分享。

在该公司当前决战决胜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关

键时刻，广大干部职工表示，一定要学习宣传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切实履职尽责，积极开拓创新，为开启公司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而继续奋斗。

榆能横山煤电公司 以分享会激励职工开拓创新

本报讯（李学利）中铁宝桥集团工会近日召开专
题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开启新征程的强
大动力，紧扣集团公司“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

务，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
激励广大职工创业创新，在集团公司重点工程、重点
项目生产制造、技术攻关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推动职工自觉把人生理想、个
人奋斗融入到“六型宝桥”建设中。

中铁宝桥工会 在技术攻关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本报讯（记者 刘强）记者12月3日从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近年来，我省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
为出发点，着力推进土壤污染防治。2020 年，陕西省
已完成 65.05万亩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任
务，与 2013 年相比，重点行业重金属排放量下降
12.37%，净土保卫战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介绍，近年来，陕西省建立省级粮、果、菜、茶等
作物病虫绿色防控及农药减量控害示范区 34个，扎实
推进绿色种植和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农膜回收率达
80%以上。2019年，陕西化肥、农药使用量较上年减少
0.3%和 3.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83.6%，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 94.6%。截至目前，陕西
已完成 65.05万亩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任
务。下一步，陕西将进一步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严格控制涉重金属行业污染物排放，对涉重金属矿区
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开展排查治理，防范新增工矿企业
用地土壤污染。

陕西重点行业重金属排放量下降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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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累计培养25万多名博士后 125人为两院院士
■经合组织：中国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将超1/3
■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实施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全国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首次突破10万人大关
■我国深化“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推进发展与安全
■陕西将利用AR、VR技术对大遗址进行虚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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