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

22
星期三

辛丑年八月十六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陕西工人报社出版

1950年2月7日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7819期

今日4版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99月月2020日日，，西安曲江新区皓月当空西安曲江新区皓月当空、、夜景璀璨夜景璀璨（（双重曝光双重曝光））。。 朱亮朱亮 摄摄

良辰美景长安夜

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
——劳模精神述评

劳模是什么？
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

功臣。
劳模精神是什么？
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

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在 2020年 11月 24日举行的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精辟概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的深刻内涵，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
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强调要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不变的奋斗底色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
在我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就涌现

出了一批批“劳动英雄”，“边区工人”赵占魁
穿着湿棉袄在高达 2000 摄氏度的熔炉前工
作，终日汗流浃背，从不叫苦叫累；

新中国成立后，当家做主的中国工人阶
级为党分忧、为国解难，全力投身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洪流，大庆“铁人”王进喜立下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
铮铮誓言；

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劳动模范勇立时代
潮头，开拓进取，产业工人许振超先后 6次打
破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创下令世界惊叹的

“振超效率”；
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越来越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
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而奋斗，

“金手天焊”高凤林先后为 90多发火箭焊接
过“心脏”，先后攻克航天焊接 200多项难关，
成为航天航空领域“大国工匠”；

……
在劳模身上，体现了一以贯之强烈的主人

翁事业心和责任感，勇攀高峰的坚定志向和坚
韧品格，崇尚劳动、恪尽职守的高尚情操。

1950年至今，我国先后召开 16次表彰大
会，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超过 3万
人次。

在全国劳模、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肖明清看来，“心心在一
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是以

劳模为代表的劳动者应该始终秉持的初心。
工作近30年，肖明清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

成长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带领团队研究
和设计了从“万里长江第一隧”武汉长江隧道
到“世界首座高铁水下盾构隧道”广深港高铁
狮子洋隧道等60多座大型水底隧道，多座隧道
创造了全国乃至世界之最。

时代在变，奋斗的底色永远不变。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不变的奋斗情怀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2013年前，我国 2000吨以上的大型履带

起重机全部依赖进口，价格、售后服务等受制
于人。造出中国自己的“超级起重机”，是徐工
集团高级工程师孙丽的梦想。

2013 年，经过孙丽和团队的大力攻关，
4000 吨级履带起重机在山东烟台成功完成

“首秀”，实现了我国在超大吨位履带式起重
机研发制造领域的突破。该设备创造性地
采用模块化、集成化设计，多项技术填补了
国内技术空白。

“为了这个梦想，我们奋斗了整整 23年。”
孙丽说。 （下转第二版）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
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
定》。这笔钱怎么存？存多少？返还吗？人
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李新旺 9月 16日回
答记者提问，对这一规定进行了详细解读。

问题一：工资保证金是什么？为何要出台
这一规定？

李新旺：工资保证金是指工程建设领域
施工总承包单位在银行设立账户并按照工
程施工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专项用于支
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
工资的专项资金。

近年来，各地陆续建立了工资保证金制
度，为遏制欠薪发挥了良好作用。但由于缺
乏统一规定，各地在存储主体、存储比例、存
储形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企业在实
际操作中难以适从，有的还被层层加码增加
了资金压力。为提供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
环境，我们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
输部等制定了这一规定。

问题二：规定主要化解了哪些矛盾，明确
了哪些关键问题？

李新旺：一是全国统一规范。工资保证金
按工程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的一定比
例存储，原则上不低于1%，不超过3%。对施工
合同额低于 300万元的工程，且施工总承包单

位在签合同前一年内承建的工程未发生工资
拖欠的，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确定相应的工程
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二是减轻企业负担。针对一些地方要求
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和劳务
分包单位都要存储工资保证金的问题，规定
明确，工资保证金存储主体是施工总承包单
位，其他主体均不需再存储。同时根据企业
发生工资拖欠情况实施差异化存储，2年未欠
薪减半存储，3年未欠薪免于存储。

三是解决企业流动资金占用。允许企业
使用银行保函代替存储现金。过去很多地方
要求企业将工资保证金存储在当地监管部门
设立的财政专户，这种模式既占用企业流动资
金，也容易形成资金沉淀，有的施工企业甚至
多年后忘记还有资金存在财政专户。为此，规
定要求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自主选择经办银行，
并在自有银行账户办理存储工资保证金。

问题三：一旦发生工资拖欠，如何动用工
资保证金？

李新旺：施工总承包单位所承包工程发生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人社部门依法作出责令
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的行政处理决定。施工
总承包单位到期拒不履行的，属地人社部门可
向银行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
由银行从工资保证金账户中将相应数额的款

项直接支付给被欠薪农民工。
在使用工资保证金后，施工总承包单位需

要补足工资保证金或开立新的银行保函。如
果未按照规定存储、补足工资保证金，或未提
供、更新银行保函的，由人社部门、相关行业
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 5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施
工单位限制承建新工程、降低资质等级、吊销
资质证书等处罚。

问题四：工资保证金如何监管？企业没发
生欠薪，工资保证金会返还吗？

李新旺：工资保证金接受人社部门监管，除用
于清偿欠薪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人社部门要会同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建立管理
台账，严格规范财务审计制度，确保制度平稳
安全运行。对行政部门擅自减免、超限额收
缴、违规挪用、无故拖延返还的，要依法追责。

施工总承包单位工程完工且不存在欠薪
的，在公示后，可按程序申请解除账户监管。
人社部门要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5个工作日内
审核完毕，并在审核完毕 3个工作日内出具确
认书，解除对工资保证金的监管。规定还要求
监管部门建立定期清查机制，对符合条件但企
业未申请返还的，主动启动返还程序，最大限
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电）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详解

怎么存 存多少 返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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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9月18日，西安市总工
会在幸福林带项目工地开展“学党史、迎全
运、庆丰收”农民丰收节慰问活动。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振虎出席并讲话。

张剑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要认真学习党史书籍、观看红色影视
剧、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结合建党百年重大
社会变革，从职工自己的切身经历、衣食住
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以及职工的获得感、
幸福感的显著增强，讲好“三忆”。深刻感悟
百年来我们党奋斗之艰辛、贡献之伟大，从

而引导广大职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薛振虎表示，这次活动的开展，旨在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伟大精神，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工为奋力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凝聚力量。

座谈会上，5名农民工代表通过学党史，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分享。市总工会
现场为 80 余名农民工赠送学习“七一”重要
讲话读书卡、工会关爱大礼包。开展义诊，
为女职工赠送互助保障及免费“两癌”筛查
服务活动。

西安市总开展“学党史、迎全运、庆丰收”慰问农民工活动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老人给孩子讲述关
于月亮的故事；同在一个城市的亲友相约赏
月，聊聊经历与收获……又是一年中秋时，家
人闲坐的温馨，亲友相聚的欢喜，给人带来内
心的温暖，让人体味团圆的味道。

花好月圆人团圆。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

庭，对于中国人而言，团圆是中秋的节日内
涵。一轮明月，是团聚的象征，承载着人们对
家庭、亲人的朴素情感；中秋佳节，也是文化的
纽带，激发人们对团圆、和睦的情感共鸣。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团圆不仅是
面对面的相聚相守，也是同一轮明月下的“天
涯共此时”。因为坚守岗位、忙于事业等原
因，不少人无法在节日与亲友团聚，但不论再
远，一声问候、一句祝福，总能穿越万水千山，
传递思念与牵挂。正如一句话所言，“心在一
起，就是团圆”。 （林亦辰）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总书记离开中心控制区，走进项目现场
时，工友们第一时间迎了上去。我跑在了最前
面！”王跃激动地说。

9月 1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家能
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考察。王跃说：“看到
总书记，我感到很亲切。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印
在了我的脑海里。”

王跃是一名化验员，也是一名年轻的劳模，
2019年被人社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2020
年被陕西省总工会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

榆林是个劳模辈出的地方。
位于绥德县城西南的张家砭镇郝家桥村，

是绥德地委在抗战时期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的一
个模范村。“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
的大生产热潮就在这里兴起。

今年被授予“七一”勋章的全国劳模石光银
与荒沙碱滩抗争40多年，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营
造了一条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彻底扭转了“沙
进人退”的局面。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辈
子就干一件事，治住沙子！”

劳模精神永远不会过时。陕西先后涌现出
赵占魁、赵梦桃、窦铁成等众多闻名全国的劳
模。几十年来，劳模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一直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参观西安市
劳模精神展示馆。劳模精神同延安精神、井冈
山精神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讲解员景娇说。展示馆里有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对劳模精神的重要指示，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论述，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的目光。展示馆还集中展示了全国、陕西
和西安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行各业的 104名劳
模和15个先进集体的事迹和风采。

“7月 23日开馆后，仅 10余天就接待职工
群众参观 40余场 1000人次。”西安市劳模精神

展示馆馆长侯鹏辉说。
来自装备制造业一线的女工陶丽和魏如

仔细聆听每一位劳模的故事。“我觉得劳模就
是要能吃苦。”陶丽说，劳模刘西有带领社员
用 12把镢头在乱石山中修地造田，硬把一个
穷山恶水的地方变成“山下梯田坐底、山间经
济林缠腰、山上油松戴帽”，解决了村民的吃
粮问题；全国劳模黄云娜，工作时间“三班
倒”，上班期间手脚不停歇，8小时下来相当于
步行了 20公里。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魏如认为：“劳模懂技术、会钻研，是最聪
明的人。”

听听劳模怎么说。陕西省劳模席小军认
为，肯吃苦只能让你干一手“好活儿”，不断学
习才能练就一身“绝活儿”。

劳模精神体现着时代的特点。从艰苦奋
斗、爱厂如家、苦心钻研、改进生产一直到勇
攀科技高峰、填补国内外行业空白……劳模
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知识型、专家型、创新
型劳模逐渐增多。

劳模精神薪火相传，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劳
动者建功立业。

全国劳模何菲是赵梦桃小组第 13任生产
组长。自打进厂，她就一直在赵梦桃精神激励
下不断前行。在细纱车间的轰鸣声中，她努力
钻研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首创的值车、落
纱、换纱“三位一体”工作法在全车间推广。

“劳模故事有很强的感染力。”省国防工会
主席吴志毅说，2016年省国防系统成立劳模服
务团，薛莹、杨峰、夏复山、张新停、刘浩等劳
模，多次到企业开展事迹报告，激励青年技术
工人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劳模精神始终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强大动
力。”全国劳模严鉴铂说，劳模要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带领职工投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企
业的热潮中去，让劳模精神代代相传。（郭军）

让劳模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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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广东队选手苏炳添（右）在比赛中冲过终点，他以9秒95的
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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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冠军广东队在颁奖仪式上。当日，在乒乓球项目男子团体

决赛中，广东队以3比1战胜北京队。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