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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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

14
星期六

壬寅年四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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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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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国务院办公厅: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中科院提出7条诚信提醒 助科研人员练好“自律”内功
■我国科学家实现常压下二氧化碳加氢制备长链烯烃
■国家卫健委：正在大城市建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

编辑：郭雪婷 美编：胡健博 校对：白艳红

“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咸阳
市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任李红在笔记本中写
下这句话。她爱岗敬业，扎根基层，心系企
业，带领团队用一份份检验报告、一个个监测
数据，助力国家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她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工作者，沉甸甸的荣
誉背后是心血，更是担当。

立足本职 苦练“内功”
2010年，因能力突出，李红被调入咸阳纤

监中心工作从事老本行——质量监测。在这

之前，她一直在咸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从事面粉质量监测工作。

从面粉到棉花，变的是监测对象，不变的
是李红爱岗敬业的初心。“多年的质检经历让
我变得沉稳，没有优质的棉花，就没有优质的
产品。”她说。

李红注重细节，苦练纤维质量监测“内
功”，“3分钟、4分钟和5分钟做出来的结果是
不一样的，虽然都在合格范围内，但我要求自
己必须找到最佳数据，高质量完成任务。”

开拓进取 勇于创新
初来咸阳纤监中心时，只有几台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旧设备，也没有什么科研项
目。要强的李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勒紧
裤腰带也得换上新设备。”在李红的努力下，
设备逐渐变得智能完备。

“在为企业检验时发现问题，我们就将这
个问题确定为科研项目。”李红说。在她的带
领下，咸阳纤监中心先后完成省市级科研项

目 10余项，起草制定多项地方标准和团体标
准，《棉花短纤维率测试仪校准规范》在 2021
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立项，纤维含量等
33个参数实现国际互认。

“哪里先进，我们就学哪里。”李红说，咸
阳纤监中心采用一样一品的先进检验办法，
在咸阳首家采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确保
在检验流程中数据不被篡改。

2017 年，咸阳纤监中心成为陕西省第
一家省级质检中心；2021年，积极筹备创建
国家级质检中心，建设高科技智能检测大
厦和国内一流的棉纤维纺织品专业质量检
测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咸阳纤监中心已
经成为全国纤维监测机构的佼佼者，多次
出色完成国、省、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风
险监测任务。

以身作则 凝心聚力
“我鼓励单位的年轻人赴疆公检。”李红

重视检验技术的传承，希望年轻人的检验能

力快速提高。长年战酷暑、斗严寒，同风沙作
伴，与冰雪共舞。李红以身作则，到最艰苦的
地方去，在零下 20多度的室外完成了一次又
一次棉花检验。

青年职工孙见成说：“李主任的精神鼓舞
着我，我的干劲更足了。”2018年，李红劳模创
新工作室成立，在这里，她和青年职工研讨沟
通着检验中出现的难题。

不论在“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
雪”的新疆，还是“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的内
地棉花储备库，从 2012年远赴新疆参加国家
储备棉检验工作至今，李红带领团队，以精湛
的技术、良好的业务素质、高度的责任感，出
色完成了棉花公证检验任务。

多年来，咸阳纤监中心累计参与完成棉
花公证检验 300万吨，为保障国家棉花“去库
存”，维护规范有序的棉花市场秩序，为助力
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郝佳伟

让每一次检验数据都最佳
——记陕西省先进工作者、咸阳市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任李红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5月 13日上午，我省第 37
批援苏丹医疗队行前动员会在西安召开。该医疗队
于当日出发，赴苏丹执行为期1年半的援外医疗任务。

我省从 1971年起，先后派遣援苏丹医疗队 36批
1069人次。截至2022年4月，援苏丹医疗队累计诊治
门诊患者828.88万人次，救治住院患者30.49万人次，
实施手术21.85万人次。

第37批援苏丹医疗队42名队员由西安交通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牵头选派，汉中、安康市卫生健康委所
属三级医疗单位等16家单位业务骨干配合组成，涉及
外科、内科、眼科、牙科等17个专业。队员中研究生以
上学历25人，中共党员21人，平均年龄40.7岁。医疗
队已完成出国前外语脱产培训，并接受了新冠肺炎防
治、传染病防治、心脏病急救能力强化等专题培训。

陕西第37批援苏丹医疗队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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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
5 月 13 日上午，全省 2021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结表
彰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
总结通报 2021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工作，表彰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省
总工会再获优秀等次，实
现“七连优”。

2021年，省总工会在省
委和全国总工会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开拓创新、担当作为，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线
上线下开展“学四史、讲三
忆、感党恩”教育活动，组织
开展活动 1.33万场次，5.13
万名一线职工参与讲述，覆
盖职工近百万人。认真履
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组建
市县级货车司机、快递员等
群体的工会组织 1498 个，
9.7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
会，为38万名职工提供法律
宣传咨询服务，向 8万名职
工发放电子职工书屋阅读
卡，为 1.9 万名职工提供婚
恋交友服务，为万余名农民
工免费体检，累计建成母婴
关爱室 1519家、爱心托管班
129家，新建或改造地方工
人文化宫75家，推动线上线
下消费扶贫产品近 10 亿
元。深化我省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实施劳动和技
能竞赛“十百千万”工程，成
功举办全省第六届职工科技节，组织优秀班组长培训
9期、1411人次，建成5个首批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
室联盟，评选表彰 40名“三秦工匠”，开工建设延安南
泥湾劳模工匠学院且已基本建成，我省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去年年底面对西安
严峻疫情形势，省总工会第一时间下拨1200万元疫情
防控一线工作人员专项慰问金，带动全省工会系统用
于支持抗疫资金1.17亿元，受到了各方面好评。

省总工会荣获“七连优”是全省广大工会干部连
续七年持之以恒奋力拼搏、创新实干的结果。大家纷
纷表示，要珍惜荣誉、持续奋斗，低调务实不张扬、埋
头苦干，在本职岗位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为奋力谱
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工会智慧和力量，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军，男，汉族，1971年9月出生，山东济南人，
1993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高级政工
师。现任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1989年9月至1993年7月兰州铁道学院机械
系铁道车辆专业学习。

1993年7月至1994年3月铁道部西安车辆工
厂木结构车间实习。

1994年3月至1996年3月铁道部西安车辆工
厂团委干事。

1996年3月至1997年6月西安车辆厂团委副书记。

1997年6月至2001年2月西安车辆厂团委书记。
2001年2月至2002年6月共青团西安市委副书记。
2002年6月至2005年8月共青团西安市委副

书记、党组成员。
2005年8月至2008年8月西安市未央区副区

长（2002年9月至2006年12月陕西工商管理硕士
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2008年8月至2011年9月西安市未央区委常
委、副区长。

2011年9月至2016年9月西安市未央区委副
书记、党校校长（2012年9月至2015年6月国家行

政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
2016年9月至2018年7月西安市莲湖区委副

书记、党校校长。
2018年7月至2018年9月西安市莲湖区委副

书记、党校校长、区总工会主席（兼）。
2018年9月至2022年4月西安市总工会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副厅级）。
2022年4月至2022年5月陕西省总工会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主席人选。
2022年5月至今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主席。

王军同志简历

郭大为主持并讲话

陕西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
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5月13日，陕西省
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召
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
大为主持并讲话。会议选举王军同志为省总
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柴东海、韩
兵同志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郭大为指出，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重要
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教育引导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深化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积极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推

进工作的合力，为陕西产改当好“探路先锋”
作出工会贡献。要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做好
主题宣传教育和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突出陕
西工会特色，精心策划开展“劳动创造幸福”

“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
代”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要把维护劳动领
域政治安全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全面落实“五
个坚决”要求，守牢“五个不发生”目标底线，
确保职工队伍稳定。

郭大为强调，要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保障方面出实招，抓住“平台企业”这个重
点，加大建会入会工作力度，做到应建尽建。

要积极开展新就业形态领域的劳动和技能竞
赛，注重培养选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的先
进典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高质量
完成全省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对调查中发现
的典型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使调查起到务实
管用的作用。

郭大为指出，要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做好
受疫情影响企业和职工纾困解难，扎实开展
中小企业服务月活动，推动落实为中小企业
纾困解难系列举措，在促进企业稳岗、困难职
工帮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积极作
为。要牢记“防疫抓不住，一切抓不成”的理

念，珍惜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好局面，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规定开展工作。要在省党代会期
间发出工会好声音，宣传好工会在党的领导
下取得的工作成果和重大变化，激发出职工
群众干事创业热情。

郭大为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对照年初
制定的目标任务，看哪些工作已经完成了，哪
些工作还正在推动，哪些工作还需要进一步
谋划，盯紧目标，突出重点，持续用力，“白天
走、干、讲，晚上读、写、想”，想一件干一件，干
一件成一件，共同把陕西工会事业向前推进，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郭大为祝贺王军（右）当选。 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5月 13日，陕西省
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
主席郭大为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
第八次全体会议议程（草案）；审议并原则通过
拟提请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
会议履行民主程序的有关人事事项。

郭大为主持

陕西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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