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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紧战“疫”的神经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应对奥密克戎病
毒变异株流行新阶段，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
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动摇，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
思想，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抓实抓细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思想上
轻视，就会导致行动犹豫迟缓，错过有利战
机。事实证明，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其变
异株传播快、隐匿性强，防控难度更大，致病率
尤其是病死率是普通流感的7至8倍，必须坚决
果断、以快制快。快速有效切断传播途径，才能
不让疫情造成持续性传播和规模性反弹。

战“疫”当前，切忌思想麻痹、不当回事。
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百年不遇
的传染病疫情。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

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远没有到可以松
口气、歇歇脚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对于我国
来讲，人口多特别是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
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是现实国情，放松防
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
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
康将受到严重影响。

疫情的传播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
统一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
维，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
步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求，发现一
起扑灭一起，不断提高应对处置能力，确保疫
情可管可控，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
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各
级领导干部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
当作为，求真务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绷
紧战“疫”的神经、拧紧思想的斗争之弦，坚决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齐中熙 何欣荣）

■中国 塞浦路斯签署高等教育科研合作谅解备忘录
■新西兰企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将持续深耕
■上交所就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相关规则征求意见
■水利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北京对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实施养老保险费缓缴
■上海：5家市级方舱实现休舱 占市级方舱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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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5月14日电 5
月14日6时52分，编号为B-001J
的C919大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
第 4跑道起飞，于 9时 54分安全
降落，标志着中国商飞公司即将
交付首家用户的首架C919大飞
机首次飞行试验圆满完成。

记者从中国商飞公司了解
到，在 3小时 2分钟的飞行中，试
飞员与试飞工程师协调配合，完
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飞机状态
及性能良好。目前，C919大飞机
试飞取证和交付准备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

自2019年起，6架C919在上
海、阎良、东营、南昌等地进行飞
行试验，开展了一系列地面试验
和飞行试验。 2020 年 11 月，
C919获型号检查核准书（TIA），
全面进入局方审定试飞阶段。

2021年3月1日，东航与中国
商飞在上海签署C919采购合同。
首批5架C919引进后，将以上海
为主要基地。

即将交付的首架C919大飞机首飞试验成功

中国商飞公司即将交付首家用户的首架中国商飞公司即将交付首家用户的首架CC919919大飞机首次飞行试验成功大飞机首次飞行试验成功。（。（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金砖国家倡议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左手控制机床，右手缠绕线圈，双眼紧盯
着机器运转……5月 7日下午，在西安西电变
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线圈车间见到孔稳超时，
他正在操作台前全神贯注绕线。

从事绕线工作 14 年来，孔稳超先后被
授予中央企业技术能手、西安工匠。今年

“五一”期间，他又荣获陕西省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

控
变压器是整个电力系统中的关键设备，

线圈就像变压器的“心脏”，其质量直接决定
着整台变压器产品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高精度和高质量是绕线的两大硬指标，
容不得半点马虎，控制不好就会功亏一篑。”
孔稳超严肃地说。

虽然绕线机可以代替少许人力，但对于
孔稳超从事的绕线作业来说，手工操作占
90%。上百根线的缠绕，每一根都要达到间
隙正负 1毫米的标准……

“他平时不善言谈，但干工作精益求精，

所加工的产品质量控制很到位，我们很放
心。”“他是我们的主心骨，他在这里，我就像
吃了定心丸。”提起孔稳超，产品质量员刘娜
和绕线副手陈辉辉赞不绝口。

孔稳超却说：“身为一名基层产业工人，
追求极致的工人才是优秀的匠人，这也是我
自始至终的追求。”

稳
2019年，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的“张北-雄安”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1000kV 200Mvar可控并联电抗器生产项目，
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可
控并联电抗器，对各个环节的生产要求都十
分严格，尤其是对某些精确环节的要求甚至
有些苛刻。

以“控制精确”和“发挥稳定”著称的
孔稳超就成了该项目线圈绕制当仁不让
的主绕人。

孔稳超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他
认为：“手艺活，操作的责任心一点不能少。”
绕制尚未开始，他就开始熟悉图纸，并仔细
研究，按图纸及工艺要求核对绕线所用的各
种单件。

绕制过程中，孔稳超对线饼的幅向、松紧
度、导线加包绝缘、焊接、整理等，严格按设
计、工艺方案操作，确保线圈质量稳定。

“小孔常说，只要走上岗位，他能做的就
是在质量上专注、专注、再专注。他对产品
质量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标准，他想把产
品做到无可挑剔。”孔稳超的师傅曾国荣自
豪地说。

多年来，孔稳超所负责缠绕的线圈，都是

一次送检合格率 100%的精品，质量相当稳定。
超

“他非常重视细节，在生产上专注于精
雕细琢打造精品，还热衷于创新，不断超越
自我。其创新的好多工艺方法，都受到大家
的好评。”这是曾国荣的师傅王文革眼里的
孔稳超。

孔稳超的师傅是省劳模曾国荣，曾国荣
的师傅是西安市劳模王文革，王文革的师傅
是省部级劳模丁建国。这样的传帮带也翻开
了绕线工作精益求精的新篇章。

作为新一代绕线传承人，孔稳超努力追
赶超越，不断创新转型。

“以前遇到‘疑难杂症’，大家第一时间想
到的就是三位前辈，遇到技术攻关，他们都
是带头往上冲。如今，我接过了接力棒，要
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孔稳超说。

翻饼是线圈绕制不可缺少的一项生产步
骤，其速度快慢直接决定产品的工期。随着
产品线饼尺寸不断增大，传统翻饼方法已无
法满足现有产品加工……这让孔稳超挑战自
我的激情再次点燃。

结合大量生产实践和数据验证，孔稳超
大胆对翻饼技术进行突破，打破传统方法，
将以前翻饼前拨垫块改为翻饼后再进行。改
良后的技术，既满足图纸的设计要求，也使
工作效率提升了 60%。

“师傅总喜欢一边干一边思考，他常常
告诉我们，身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知道怎
么干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超越自我，这样
才能干得更好。”西安市技术标兵、孔稳超的
徒弟马凯如是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追求极致的“控稳超”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绕线工孔稳超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金砖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高级别会议 13日以视频形式召开，倡议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探讨加快低碳和气候
韧性转型、实现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复苏发展
的道路。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致辞中表示，金
砖各国始终关心人类共同的未来，是应对气候
变化领域的重要力量。中方举办金砖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愿与金砖各国一道，发扬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共同维护多边
主义，推动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
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同保护好我们
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黄润秋还介绍了中国的

气候政策和行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中方

愿全力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候任主席国埃及举办
一届成功的缔约方会议，期待与各方一道将
COP27打造成为以实施为主题，以适应和资金
为成果亮点的一次大会。

会议由中方主办，邀请巴西、俄罗斯、印度
和南非的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部长级代表参
会。金砖各国就加快低碳和气候韧性转型、推
进气候多边进程、强化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团结
协作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广泛共
识。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高级别会议联合声明》。

确保三年内新增残疾人就业百万人
中国残联

据人民日报 今年 5 月 15 日是第三十二
次全国助残日。5月 13日，中国残联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

“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各相
关部门将加强合作，确保三年内实现新增残
疾人就业 100万人的目标。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残疾人
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提出

“2022-2024 年共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
就业 100 万人”的任务目标。中国残联有关
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各相关部门将共同
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推动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开展 2022

年残疾人就业宣传年活动，引导更多用人单
位积极安排残疾人就业；在今年“助残日”活
动期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残疾人就业帮扶
活动；开展 2022 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活
动，这是首次将残疾人作为重点群体纳入民
营企业招聘月活动中。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国残疾人就
业规模总体保持稳定，残疾人就业质量逐步
改善，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180.8万人，超额
完成任务目标。“十四五”以来，中央政府和
有关部门从全局上谋划、从重点难点上发
力，已经出台了《“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促进

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
就业办法》《“十四五”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
计划》《关于开展 2022 残疾人就业宣传年活
动方案》6 个重要文件，推动残疾人就业再
上新台阶。

发布会上，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和
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
国残联等 13 个部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
地、各有关部门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以“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
益”为主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组织开展
丰富多样的助残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5月14日，在第三十
二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西安市聋人协会一
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选举贾双登为主席。

据悉，西安市目前有2.6万名听障人士。新
成立的聋协将教育引导聋人朋友自立自强，并
将维护其合法权利，促进聋人朋友平等充分地
参与社会生活。

会后，市聋协向 40多位聋人朋友赠送了水
壶、口罩等生活用品。

西安市聋人协会成立

揭牌仪式现场揭牌仪式现场。。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5月 14日下午 14时
30分，陕西支援上海核酸检测队 178名队员，圆
满完成支援上海抗疫任务，抵达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

今年4月，面对日益严峻的上海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陕西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按照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工作安排，先后派出 2020名医务
工作者支援上海。其中，检测队在上海工作期
间，按照上海市政府安排，承担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方舱医院、上海之江生物公司、东方绿洲方
舱医院、淀山湖检测点等地核酸检测工作。

援沪期间，检测队全体队员发扬“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勇于担当、认真负责、
昼夜奋战，累计检测66.87万管。特别是在新国
际博览中心移动检测车上工作期间，队员们克
服暴风雨和烈日等不利天气，坚持工作，毫无怨
言，做到“不空机、不积样”，保质保量完成了工
作。同时，实现了零感染、零事故的目标。全体
队员通过辛勤工作，展现了陕西医务人员良好
职业品格、专业水准和精神风貌，传递了陕西人
民与上海人民患难与共、共克时艰的深厚情谊，
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献了陕西力量。

返回后，所有队员将根据我省返陕隔离休
养政策，实施隔离休养。

陕西支援上海核酸检测队返回

本报讯（单珐）按照民政部、中国残联部署，
自 5月 15日起，全国范围内实行残疾人两项补
贴申请“全程网办”。我省残疾人可通过登录
国家和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其移动端、
陕西省政务服务网、陕西省民政厅门户网、陕
西民政微信公众号等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
查询、修改残疾人两项补贴证明材料，实现“一
次注册、多点互认、全网通行”。

在线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有效减少了疫
情期间非必要接触，切实减轻残疾人群出行负
担，实现申领补贴“一次都不跑”和“不见面审

核”。针对残疾人身体功能障碍可能产生的特
殊需求，在积极推进线上申请无障碍改造的同
时，继续保留线下服务窗口，实现线上线下无
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据悉，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我省困难残疾
人 70.8万人，重度人 37.4万人。困难残疾人补
贴标准为 18周岁以下（不含 18周岁）残疾人每
人每月 100元；18周岁以上（含 18周岁）残疾人
每人每月 6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为
一级残疾人每人每月 120元；二级残疾人每人
每月 80元。

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实现“全程网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