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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昼夜轮班，机器满负荷加班
加点生产，就是为了全力满足抗击疫情需
要。”12月 28日下午，在位于西安市鄠邑区
沣京工业园内的陕西浪洁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该公司董事长王波如是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正在自动生产线
上紧张忙碌着，一瓶瓶灌装好的 84消毒液
源源不断生产出来，一箱箱成品被打包装运
到门外等候的货车上，送到西安市后，再通
过华润万家和怡康医药销售到全市各处。

自从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后，全厂上下全
天候生产，王波也和大家同甘共苦，在缺人
的情况下自己开车去送货，常常忙到深夜，
第二天又早早投入繁忙的工作中。

65岁的车间主任辛养余，已有 30年党

龄，他主动放弃已经预约好的手术坚守岗
位，哪个岗位缺人，他就去顶替。公司配送
人员张宝每天出车十几个小时，只为保证
客户能及时用到消毒液。“疫情形势严峻，
我理应积极参与，苦点累点没有啥。”面对
记者的采访，张宝边干活边说。

疫情期间，该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多次沟
通，协调保证原材料、包装物的供应，同时
公司安排好职工的吃饭、住宿问
题，保证大家吃得好、休息得好。
连日来，该公司将平时的日产量 8
吨/天提高到 18吨/天，可灌装大约
36000 瓶 500 毫升/瓶的 84 消毒液
和大批 5公斤装、25公斤装的大包
装消毒液。“截至目前，库存成品有

10吨以上，其中家用瓶装的在5万瓶左右，而
疾控中心、医院、机关以及公共区域用的都
是大包装的。”王波说。

“在需求量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则是
保证供应、保持原有的价格，坚决不哄抬
物价，竭尽全力保障政府、各单位和市民
的需求。”王波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为抗
疫作出民企应有的贡献。 实习记者 郝佳伟

“昼夜轮班，只为满足抗疫需要”
——陕西浪洁公司全力生产84消毒液小记

12 月 28 日，陕药
集团派昂医药公司
工作人员在仓库内
验货收货。

西 安 本 轮 疫 情
发生以来，负责陕西
省流通防疫物资和
医用药品的骨干 企
业 —— 陕 西 医 药 控
股集团派昂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通过采
取远程办公、封闭管
理等措施有效保障
应急防疫物资和医
用药品源源不断地供
给到需求末端。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让劳模精神在“疫”线闪耀
——陕西各级劳模积极投身抗疫一线

连日来，陕西各级劳模积极响应，有钱
出钱、有才出才、有力出力，越是困难越冲在
前，为战“疫”注入榜样力量，让劳模精神闪
耀在抗疫最前线。

用专业守护健康
全国先进工作者、西安交大一附院教授施

秉银说：“现在西安已经采取了严格管控措施，
希望大家配合做好个人防护和核酸检测。”去
年，施秉银带领西安交大一附院医护人员驰
援武汉。作为抗疫专家，本轮疫情以来他最
忙碌的事，就是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经验，为更多的老百姓普及科学防疫知识。

西安市新城区劳模邓邦莲从 12月 15日
起，连续多天组织志愿者150余人次，到中山
门街道金融街南口和万达广场，免费为市民
做核酸检测采样。期间，邓邦莲严格组织核
酸采样培训，科学合理排班，目前她所在的
医院采样已达3万余人。

省劳模呼秀珍在网上推出“呼老师心理
指导服务热线”，把家当作战场的移动网络
管理中心技术专家、央企劳模王琦……各级
劳模纷纷各展所长，助力疫情防控。

架好防疫“连心桥”
省劳模郑小平是西安市出租汽车协会会

长，本轮疫情发生后，他率先提议全行业所有营
运车辆重新安装“安全舱”，创造安全放心的司
乘环境。24日，在接到为全市229个封控区参
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的考生提供一对一服务
的保障任务后，郑小平迅速集结5000余辆出租
车，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与考生逐一对接和
应急队伍组建工作，协助架好防疫“连心桥”。

紧急筹措 6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3000
只N95口罩向一线驾驶员发放，与行业主管
部门一起为参与封控区考研学生转运工作
的5000名驾驶员紧急调配防护服、N95口罩
各 12000个……在郑小平的引领下，西安市
出租汽车行业广大驾驶员和全体工作人员，
为运送核酸采集样本、摆渡医务人员、接送

考研考生、高龄老人等有迫切出行需求的人
员提供安全的出行保障。

西安市劳动模范黄丹，带领全体员工加
班加点生产防护服，并捐赠价值 200多万元
的2万套防护服，支持西安抗疫工作。

全国劳模、模范退役军人王剑成立了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省劳模杨爱云、杨茂胜
等积极投身守护社区疫情防控的行列中，并
踊跃捐款送物。

做好防控坚守者
12月 25日上午以来，西安市劳模、市公

安局莲湖分局北关派出所所长钱航带领省
优秀民警、社区民警乔彩虹等一批党员民
警，冲锋在抗疫第一线。

没有人知道，钱航是在肋骨骨折强忍伤
痛的情况下，带队赶往辖区各核酸检测点等
勤务点，检查民警值守、防护装备配备等；乔
彩虹儿子是高三学生，正是冲刺的关键时
候，但她为抗疫奔波忙碌，顾不上回家。

西安市劳模、顺丰速运富源三路速运营
业点工会代表、收派员郝飞飞，从 2020年疫
情开始到现在，坚守工作岗位，还经常给大
家买菜做饭。他说：“我是顺丰人，更是工会
代表，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事。”

“紧急接令、即刻响应、火速前往！”作为
去年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西安市劳动模
范、西安市中医脑病医院脑病三科护士长刘
胜妮早已将这句话铭刻于心。12月 12日至
今，她带领护理团队已经“转战”10余个地方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累计采集10万余人次。

全国劳模、西安邮区中心局职工张忠海
最近无比揪心。他想在志愿云上注册成志
愿者帮助更多人，但因为年龄偏大而未成
功。无奈之下，他托人留言：“有机会叫我，
我有经验，开救护车也行。”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人，他们传播着劳
模的温度，在“逆行”中发挥着榜样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郝佳伟

西安工会情暖新业态劳动者
“谢谢你们对西安的支援。”“请一定做

好防护。”“有什么需要及时和我们联系。”……
12月 27日 14时，西安市物流行业工会联合
会主席马海腾和志愿者正给滞留在西安的
货车司机发放着慰问品。

目前，西部欣桥农产品物流中心承担
着全省 80%的蔬菜供应量。而这些都离不
开货车司机，他们的吃饭休息也成了西安
市物流行业工会联合会所关注的。“省工商
联给我们捐助了 1 万元，计划在欣桥附近
找个饭店合作。”马海腾说，由志愿者每天
轮流在店里为附近货车司机提供热水、热
粥、热菜，为疫情期间运送蔬菜的司机师傅
送去工会应有的温暖和关怀。

在发放慰问品的过程中，马海腾了解
到一些司机所面临的困难。“找不到地方做
核酸。”“没有通行证，回不了家乡。”……

面对新的问题，西安物流行业工会联
合会购买了 4 万个医用口罩，6000 桶方便
面，2000 瓶消毒凝胶洗手液，加上爱心人
士烤制的 1000 个面包，依次分发给货车
司机。“面包不是热的，但是可以温暖货
车司机的心。”马海腾说，有位司机得知是

“娘家人”送的食物时，眼泪一直在打转……
12月 27日下午，西安市总工会得知众

多司机滞留的消息后，积极调拨两辆运输
车，连夜筹备方便面、面包、饼干、瓶装水、
口罩、洗手液等价值十万余元的物资，并于
28日送到司机们手中。

同样，今年新成立的西安市邮政快递

业工会联合会也迅速行动，做好疫情下快
递员外出工作的保障。

12月 23日零时起，西安各小区实行封
闭管控，很多市民还没来得及储备生活必需
品，有些市民所网购的商品还在路上……
西安市的快递员并没有全部停止工作，而
是转身成为志愿者，为有需求的市民提
供贴心服务，他们在给客户派送快递的
同时，也为一些居民代买生活物资并送
到小区门口。

“国美电器给我们捐了 2万元的物资，
将分配给一线快递员。”西安市邮政快递业
工会联合会主席冯丽梅说，他们还为无法
正常收派件的快递员申请了最低保障工
资，保障其基本生活。

针对目前网约车客单量下降的现实问
题，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也出台方案，发
文鼓励网约车平台为驾驶员延长租期，缓
解其生活压力。

“快递员、货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这三
类群体每一类都予以 5万元的防疫物资。”
西安市建设交通工会主任胡玉震说，近期
他们对抗疫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进行慰问
并发放了物资。“已成立的两个新就业形
态工会联合会，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积极主动为职工排忧解难。”胡玉震
说，目前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正着手成
立，工会工作已经开展，做好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后勤保障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娘家人”义不容辞。 实习记者 李旭东

西安：防疫“粮草”不掉队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张辛欣）
记者 28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联合国家发
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发布了《“十
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
7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
网络化，建成 5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产品
良品率、能源资源利用率等显著提升，智能制
造能力成熟度水平明显提升。

发展智能制造对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
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建设数字中

国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智能制造发展
已由理念普及、试点示范转向系统创新、深
化应用的新阶段。但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供给体系适配性不高、
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

规划明确通过“两步走”，加快推动生产
方式变革。一是到 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
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
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二是到 2035 年，规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
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

规划提出了 2025年三项具体目标，即转
型升级成效显著，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基础
支撑更加坚实。

规划从创新、应用、供给和支撑 4 个方
面，提出了“十四五”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的
主要任务。为保障各项任务顺利落地落
实，部署了智能制造技术攻关行动、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建设行动、行业智能化改造升
级行动、智能制造装备创新发展行动、工业
软件突破提升行动、智能制造标准领航行
动 6个专项行动。

到2025年力争70%的规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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