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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动车组机械师不按工作
“暂停键”，确保广大旅客安全出行。图为机械师对车侧进行检查。 杨庚毅 摄

根据《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评选
和管理办法》（试行），现将 2020 年陕西省国防
科技工业劳动模范人选予以公示。如有不同
意见，请于 2021 年 1 月 8 日 18：00 前，以电话或
书面形式向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竞赛委员会
办公室反映。

电话：029-85735491
传真：029-85735493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107号
邮编：710061

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竞赛委员会
2021年1月4日

公 示
罗 卉（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

七四一四厂旋压中心旋压二组组长
程喜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

七一〇三厂5车间装配二班班长
陈 栓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二厂201车间车铣复合班班长
刘 艳（女）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产品厂电器装配一工段工长
徐鹏波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部仪表装调工
第晓菊（女）北方光电集团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研发部导引头研究室航空炸弹组组长
姚红恩 中核西安核设备有限公司七分厂铆焊三班班长
古军峰 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厂冲压班班长
千 斌 中船重工第十二研究所有色铸造分厂造型班班长
雷鹏涛 陕西长空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二分厂制齿工
李江峰 陕西电子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精密加工车间数铣班班长
季雷杰 中国移动陕西有限公司西安高新分公司

网络支撑中心维护班班长
杨 颖（女）中国联通陕西省分公司系统集成中心行业主管
刘西宁 中国邮政集团陕西省公司

西安市北关分公司营销经理
胡增山 中国邮政集团陕西省公司

宝鸡市陈仓区分公司总经理
焦 涛 西安昆仑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军品研究所主任设计师
郑 重 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新舟60/600飞机电气系统主任师

吴 洁（女）陕西航空技师学院机电工程系教师
侯 强 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三公司无锡东亭污水厂项目技术负责人
张玉兴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西安电站工程分公司项目主管
沈铭成 中陕核工业集团二一四大队有限公司

航空物探研发技术主管
成沙辉 陕西电子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研究所总体室主任设计师
赵亦珍（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企业和信息化部高级工程师
任宏杰（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一〇一所项目总师
郭 勇 西安普天通信有限公司技术部结构设计工程师
王亚东 西安长峰机电研究所姿轨控项目技术负责人

胡家兴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产品二线研发部项目负责人

吕晓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某型号总指挥
王智勇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外场技术主管
贾恒信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机械研发工程师
薛建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九研究院

第七七一研究所电源设计事业部电源专业总工程师
周朝红（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十研究所

雷达分所某型号总师
胡 洋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机身装配厂数字化智能装配单元副单元长
梁 海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与信息化部信息系统主管师

马 骏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一三研究所
火工品研制主管设计师

王屹华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二研究所二部副主任
王兴平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三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陈卫东 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环控系统研究室主任
贾 斌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六研究所生产加工一厂厂长
沈大海 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
范军卫 陕西电子西京电气总公司工会委员会经审委主任
夏 文 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晓宏 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院长
孟筱文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燎原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李来柱 中核西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葛和平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党委书记
谢洪涛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 伟 中国邮政集团陕西省公司咸阳市分公司总经理
辛公良 中国电信陕西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陈怀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东波（女）西安医学院附属宝鸡医院中医科主管护师
蔺咏梅（女）航空工业三二〇一医院感染科主任
郑伍红 陕西航天医院呼吸与危重学科主任
王 鹏 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医务处副处长、副主任医师
刘 巍 西安航天宏发西安航天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吴 敏（女）西安北方医院感控处主任
张 英（女）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左 毅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主任医师
王智翔 中陕核陕健医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李俊海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共60名）2020年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人选名单

互助的日子天不会冷互助的日子天不会冷
——中互会陕西办事处2020年单笔最大理赔上门服务小记

2020年12月31日上午，辞旧迎新之际，
旬邑县室外气温突降至零下 14度，一股冷
空气直钻裤管，让人瑟瑟发抖。

但该县环城路西段的一场工会互助保
障理赔活动，瞬间让人充满温暖和力量。

是互助更是温暖

“改 8 点 10 分出发，我们早一刻出发，
家属就能早一刻拿到理赔互助金！”临行
前，省总工会一级巡视员、陕西互助保障管
委会主任丁立虎催促随行人员抓紧时间。

经过 2个多小时路程，车辆径直驶到旬
邑县滨湖小区门口。来不及停留，省市县三
级工会组织一行急匆匆赶赴出险职工家庭。

“这 9万元是三项保险的最大理赔金，
希望你们坚强勇敢面对生活，调整好心情，
安排好未来的日子，工会就是你的‘娘家
人’，有问题及时找工会！”丁立虎亲手将理
赔互助金和慰问品送到出险职工家属手中。

朴实的话语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
实意，让这个家庭感受到来自“娘家人”的
温暖。

“谢谢、谢谢！”对工会互助保障活动带
来的温暖，实实在在的帮助，受助职工家属
发自肺腑的感谢。

工会给职工的“二次医保”

“职工互助保险由全总发起，不以营利
为目的，深受广大企业和职工信赖与欢
迎，被广大职工称为工会给职工的二次医
保！”丁立虎说。

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此次活动
是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简称中互会）陕西
办事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解决职工最
揪心、最忧心、最烦心问题上，积极努力、创
新实践、砥砺前行”具体举措。

本次所送理赔互助金所在咸阳区域已
有多县将互助保障工作纳入到目标责任考
核。据咸阳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静介
绍，旬邑县总工会在 2017 年实现了在职职
工 95元的（住院+意外）综合保障活动全覆
盖，现已连续四年荣获全国互助保障先进
集体。

“95元的（住院+意外）综合保障活动虽
然门槛低，但保障力度不够，难以有效防止
职工因病返贫等实际情况。”旬邑县总工会
困难职工援助中心主任邵文轲说，2020 年
10月起，在多家互助保险即将到期的单位
推动开展多险种套餐式参保。

活动中，旬邑县委书记高玉峰，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马云鹏介绍了对该县工会工
作和近年来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开展的有关
支持措施。

丁立虎对旬邑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表示感谢。“职工互助保
障工作已成为我省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会服务职工的品牌工作
之一，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丁立虎说，旬邑县总工会要充分利用这次
大额理赔互助服务，抓好提质扩面，高质
量发展，不断增强互助保障职工第二道防
线的保障力度，确保出险职工物质生活水
平不降低，精神生活水平有提升，让广大
职工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工会“娘家人”
的关心关爱。

多重险种组合保障更高

“本次获得最大理赔的职工就是已购买
职工互助保险5年的老会员。”中互会陕西省
办事处主任梁仁义说。

他举例说，以前该职工仅参加了 95元的
（住院+意外）综合保障活动，赔付保障金肯
定没有这么多。该职工于 2020年 11月首次
参加了团体意外保障活动（两份共 100元），
共计参保额195元。此次出险险种为（住院+
意外）综合保障活动，理赔互助金 3万元；团
体意外保障活动，理赔互助金 6万元（每份
30000元），理赔共计9万元。

在互助保障工作二次覆盖推广中，许多
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不仅组织职工购买了综
合性主险，还为每位职工购买了 2份团体意
外保障。个别单位的职工还为自己增加购买
了女职工特殊疾病、重疾、子女意外等险种。

这意味着，随着各级工会组织不断推广
宣传，相关企事业单位和职工的互助保障意
识在不断提高。冬天虽然寒冷，但有互助保
障的日子，天不会太冷。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2020年 12月 31日，记者从
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悉，12 月 25 日，该保
护区华阳管护站巡护监测人员，在辖区海拔 1500
米的杉树坪区域开展巡护工作时，在不到 3 公里的
范围内，偶遇两只为躲避严寒、向低海拔迁徙的秦
岭大熊猫。

据悉，2020年以来，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华阳区域野外 29个监测点位架设的红外相机中，有
17个记录到秦岭大熊猫的活动信息，累计拍摄到秦岭
大熊猫 79次（同一位点半小时计为一次）。保护区成
立26年以来，区内森林覆盖率由83.5%增加到 97.46%，
秦岭大熊猫数量由建区初期的 31 只增加到现在的
57只，大熊猫栖息地向周边社区扩大1100多公顷。

多年来，我省林业部门不断加强秦岭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在探索实践中形成了山脉保护的“秦岭模
式”。截至目前，秦岭地区森林覆盖率已达 69.65%，自
然保护地达 118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基本形成。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以“秦岭四宝”大熊猫、朱鹮、羚牛、金丝猴为代表
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以“秦岭双娇”红豆杉、珙桐
为代表的野生植物资源持续增长。据第四次大熊猫
调查显示，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达 345只，增幅、密度
均居全国首位。朱鹮保护被誉为“世界拯救濒危物
种的成功典范”，朱鹮种群数量由 1981 年发现的 7
只，2015 年的 2000 余只，发展壮大到目前的 5000 余
只。羚牛数量近 5000头，金丝猴数量超过 5000只。

陕西一保护区工作人员偶遇野生大熊猫

图为近日保护区内拍摄到的大熊猫。

全国劳动模范，原渭南供电公司退休职工刘步海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2月30日在渭南不幸去
世，享年93岁。

刘步海同志 1928年 5月 1日生于合阳县独店乡，
1947年任西安合营汽车四队队长，1955年任延安运输
公司司机，1968年任榆林运输公司司机，1977年任渭
南供电局司机，1985年 12月退休。他工作积极认真，
经常早出晚归，不辞辛苦，为生产服务，毫无怨言，有
丰富的驾驶经验和良好的工作态度，为企业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曾被誉为陕北运输战线的一面红旗，多
次受到表彰。1959年刘步海同志被评为“全国劳模”，
出席全国群英会。刘步海同志退休以后，仍然不忘关
心企业建设，热爱学习，为企业发展发挥余热。

全国劳动模范刘步海同志去世

本报讯（记者 刘强）受多轮降温天气影响，今冬
陕西用电负荷五次创新高，日用电量七次创新高。
全省最大用电负荷达 2780万千瓦，日用电量达 5.78
亿千瓦时，同比最大负荷增长 11.9%，最大日用电量
同比增长10.7%。

据悉，陕西 6 个地市用电负荷以及日用电量
创历史新高。其中榆林地区最大负荷十四次创新
高，达 448 万千瓦，较去年增长 27.3%。延安地区
负荷十次创新高，增长达 14.8%。西咸新区负荷四
次创新高，增长达 13.5%。咸阳、宝鸡、汉中日用
电负荷也创历史新高。咸阳、延安、榆林、西咸共
4 个地区日用电量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为应对
寒潮带来的负荷超预期增长，国网陕西电力充分
发挥统一调度的优势，结合负荷变化特点，科学
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强对省内发电机组运行的
精细调管，保持机组健康运行，确保负荷高峰时
能稳定供电。加强对发电厂送出线路运行维护，
避免因线路跳闸，影响机组运行，同时积极协调
跨省跨区在高峰时段给陕西提供支援。

今冬陕西六地市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何宇）截至 2020年底，西安市 328个市
级重点在建项目完成投资 3696亿元，达到年计划
的 131.5%。458个市、区两级重点项目竣工投运，
预计释放产能超过 120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15万个。

据介绍，这批竣工项目涵盖产业发展、城市建
设、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几大领域。其中 87 个
先进制造业及其他工业项目、28个现代服务业项
目和 16 个文化旅游项目竣工投用。城建项目助
推城市功能大幅提升，89个城建及基础设施项目
竣工投运；西安奥体中心“一场两馆”交付使用；
地铁 5 号线、6号线一期、9号线正式通车，城市形
象和综合承载力大幅提升。生态项目推动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全力推动建成 56个生态环境保护重
大项目；219个全域治水重点项目中 107个主体建
成，河湖治理初见成效。民生保障项目提升市民
幸福感，182个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项目建成；新
建、改扩建 195所学校如期投用，新增学位 19.4万
个；一大批“三改一通一落地”项目顺利完成，更
好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

西安市级重点在建项目完成投资3696亿

（上接第一版）
首先，企业方和职工方通过民主推荐、会

议选举程序各自确定7名协商代表。其次，确
定围绕行业岗位工资标准、劳动时间、劳动
保险等内容开展协商。最后，以“一合同三
协议”落地集体协商成果。即一份集体合同
和工资专项协议、劳动安全卫生保障专项协
议、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协议。

期间，陕西省总工会安排省集体协商指
导团专家参与指导。还委托省总法律顾问
对集体合同和专项协议草案进行法律审查，
出据《法律审查意见》，确保协商依法依规、
合情合理。

汇集一言一语 成就坦诚协商
“我干快递10多年了，感觉钱越来越不好

挣，人越来越难留，盼着行业统一规范、有明
确的底线标准、消除竞争乱象。”西宝中通快
递公司经理李明在协商调研中表示。

扶风金辉速运快递员罗何清反映：“快
递是个苦营生，靠的是多送快跑拿工资，只
要单价合理，派单公开，就能多劳多得。问
题就怕出现交通事故，如果能参加意外保险
就踏实多咧。”

为了不影响企业经营，宝鸡市邮管局和
市总工会主动承担起调研整理协商议题，起
草“一份合同三项协议”框架的任务。他们
跑遍市区和凤翔、岐山、扶风、眉县等地，使
调研涵盖了行业协会所有会员企业，其中
23 户实地走访，6 户电话调研。四易其稿，
提出了 9个方面 72项内容的协商建议。

几轮协商会议，双方代表围绕协商建议
开展协商，主要聚焦在劳动时间、工资调整
增幅和参加保险等方面。

在讨论劳动时间、加班费时，职工方代
表提出：“业务旺季像‘双 11’期间，快递员
起早贪黑，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也无

假期，企业要考虑调整工作时间，增加工
资。”企业方代表回应：“快递讲快，是服务
质量的体现。我们体谅一线快递人员的辛
苦，将向人社部门申请采取不计时工作制，
合理调配工作时间和配送业务量来解决这
个问题。超时工作和不能调休的假期，将
综合计时计件，列出加班费，加入综合工资
计算，确保职工多劳多得。”

在讨论职工工资增长调整比例时，职工
方提出，根据宝鸡市职工工资年均增幅和物
价上涨情况，应该年均增长 5%-8%。企业
方代表整理了三种不同意见：一是可以考虑
增幅为 3%-5%；二是效益差一些企业认为
增幅不能超过 2%；三是采取增加工龄工资
的办法，工作满一年每月增加 30至 100元，
在结构工资中年年会有增长。协商结果：当
年工资增幅 3%以上，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可单设工龄工资，也可将工龄工资同工

资增长合并计算。
提到缴纳社会保险时，一些经营一般的

企业代表坐不住了：“市以下的快递企业利润
很薄，就是保本经营，每年的快递费，基本都
发工资了，缴纳社保要向总部申请资金。”“现
在快递员流动性很大，保持率 20%都不到，不
说经费不足，今天办保险、明天走人咋办？”最
终，企业方首席协商代表、快递协会会长马
永利明确：“参加社会保险是《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克服困难，坚决执行。可以完善制
度、加强管理，根据本企业的发展情况和承受
能力，在不违法违规的情况下，从业务骨干、
稳定人员做起，从急需险种开始，逐步完善。”

2020年12月23日，宝鸡市快递行业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经职工代表审议，宝鸡市快递
行业“一合同三协议”正式通过。今后，“快递
小哥”们将无后顾之忧奔走于大街小巷，楼
宇大厦之中…… （殷霓 孙虎林 段利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