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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
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到

“十四五”期末，在以技能人员为主
体的规模以上企业和其他用人单
位中，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普遍建立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
相衔接、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相适应，并与使用相结合、与待遇
相匹配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
能等级制度。

《意见》提出，企业可增设特级
技师和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位），
补设学徒工，形成“八级工”职业技
能等级（岗位）序列。这些举措将为
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打开职业发展
新通道，有利于进一步培养、壮大高
技能人才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的人才支撑。

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流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也需要一流的技能人
才。我国现有约 2 亿名技术工人队
伍，他们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大力
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却面临
着“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
面。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技能劳
动者的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
数的比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
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水平，技工紧缺现象逐步
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
常性。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求
来看，现有技能人才总量仍然不足。

当前，我国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
何时期都要迫切。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到 2025
年技能人才缺口将近 3000 万人。《“技能中国行动”
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技能人
才 4000 万人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考核机制，全
面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打造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
成才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
展通道，无疑是关键一环。

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让技能人才有奔
头、有盼头。以往由于技能等级（岗位）设置不健全，
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在纵向晋升上存在“天花板”问
题。此次《意见》明确设置从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
再到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乃至更高等级的职业技
能等级（岗位）序列，技能人才的成长路径更明晰，成
才晋升的通道更畅通。同时，职业技能等级与国家职
业资格制度相衔接，如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等比照相应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这有利
于进一步打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独木桥”，让技能人
才纵向有阶梯、横向可转换，促进技能人才融合发展。

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让技能人才既有
“面子”，也有“里子”。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
技能等级制度，要切实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
培养使用待遇相结合，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
资制。只有将提升技能人才的薪酬、福利落到实处，
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才能有效引导广大技能人才
立足本职、扎根岗位。同时，还要推动高技能人才的
配偶、子女按有关规定享受公共就业、教育、住房等保
障服务，让技能人才不仅收获一份职业荣誉，更要拥
有与创造价值相匹配的获得感。

精于工，匠于心，只要心怀梦想，勤学苦练，每个
技术工人都有希望攀登职业的顶峰。当越来越多的
技能人才凭借焊接、砌墙、剪发等独门绝技获得相应
的高级职称，赢得社会各界对相关职业的更多认可和
尊重，也会激励更多的技能人才提升服务水平和职业
技能，为实现人生出彩而奋勇拼搏。 （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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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机械制造，再是采气技师，矿场机
械专业毕业的杨玲，在数十项荣誉加身之
际，悄然投身到员工培训的工作中，成为
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第四技能评价工作站
的培训师。

与气井、戈壁、荒漠朝夕相伴 20多年的
杨玲，甘当气井“守护者”，凭借执着追求和进
取精神，获得了陕西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装置“活流程”
世纪之交，杨玲加入气田勘探开发的大

潮中，参与了 18座集气站的筹建工作。那段

时间，她几乎每天都对照流程图，顺着管线爬
高摸低，钻研设备结构、原理、性能和用途，
单就钻研专业书籍，她就记下数万字笔记。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 4个月，杨玲将
装置工艺流程、管线和每个阀门的位置烂熟
于心，就连每台设备结构状况和操作要领都
了如指掌，成了大家公认的装置“活流程”。

2005年 6月，杨玲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一
次挑战。她主动代表作业区参加第一采气
厂首届采气工职业技能大赛，最终凭借扎实
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操作技能，夺得大赛个
人第四、团体第一的好成绩。

此后连续三届竞赛，“技术能手”“技能
标兵”等荣誉一一被杨玲拿下，她所带领的
团队也摘取了 9枚奖牌。

攻克“不可能”
区域阴极保护恒电位仪输出电压过高

且显示电位与现场测得电位偏差较大……
2020年 4月，在集团公司召开的技术难题发
布会上，杨玲对这道难题极为感兴趣。

“真的无解？”她摇了摇头，一头扎进技
术攻关中。管道保护电位-1.1V，恒电位仪
上显示采集电位-0.8V，误差在 10mV内……
对阴极分流箱、阳极分流箱接触点进行处理
后，杨玲测得的输出电压仍然高。

在现场调研和视频会议后，杨玲心里
有了解决方案：一是对恒电位仪显示模块
测试，校对电压信号、电流信号转换的误
差；二是对各分路阴极、阳极接地电阻进行
测试，分析阴阳极接地电阻情况。2020年
10月，通过总结分析，杨玲带领团队提炼出
了“四类十二条”核心报警逻辑。

此后，杨玲领衔参与解决集团公司级一
线生产难题9项、油田公司级11项、厂处级16
项，其中 5项荣获“五小”科技成果奖，她成了
大家眼中攻克“不可能”的“女神”。

甘为“铺路石”
“前面的人跑得太快，其他人会失去追

赶的勇气！”杨玲坦言，一个人技术好不是
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采气设备操作中，最难的是脱水撬启停
作业。杨玲依据经验编写了《脱水撬操作规
程》，她说：“只要对照步骤严格操作，就能
保证设备安全运行。”该规程也成了技能竞
赛中脱水撬操作的评判标准。

在杨玲发现技能鉴定通过率普遍偏
低、技师和高级技师通过率只有 40%左右
后，她大胆尝试“员工星级申报制”，不同星
级采用不同测试题库，员工技能鉴定通过率
提升到了 70%以上。

“杨老师”“杨专家”是大家给杨玲的新
称呼。当培训师以来，她甘为“铺路石”，累
计培训岗位员工 2.5万人次，200多名高技能
人才成为第一采气厂技术骨干，培养出的学
员获得包括国家级技能竞赛在内的 60多枚
奖牌，16名技能人才获中石油技术能手。

2020年，徒弟白王婉力在国家级技能
竞赛中荣获第一名，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
称号；2021年，徒弟周洁在国家级职业竞赛
中荣获金牌……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第四技能评价工作站培训师杨玲

戈壁滩上的气井“守护者”

据新华社拉萨5月15日电 5月
15日凌晨 1时许，“极目一号”Ⅲ型浮
空艇从海拔 4270米的中科院珠峰站
附近发放场地升空。4时 40分，浮空
艇升空高度达到4762米，创造了海拔
9032米的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

据介绍，执行此次观测任务所使
用的浮空艇，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系留
浮空器，长 55 米、高 19 米，体积达
9060立方米，利用浮升气体的浮力升
空，通过地面锚泊设备系缆控制升空
和驻空。

浮空艇在高空采集的科学数据，
将用于研究、追踪区域水循环，监测
地面和空中大气水汽和组分的变
化。中科院院士、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檀栋向记
者介绍，浮空艇观测将为揭示“亚洲
水塔”水的来源，提供关键科学数据，
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水-生
态-人类活动链式变化应对策略的提
出，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极目一号极目一号””ⅢⅢ型浮空艇型浮空艇（（55月月1212日摄日摄）。）。

我国创造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我国创造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

海拔海拔90329032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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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头山峁上，年过六旬的马柿军和乡亲
们手握铁锹，正在开挖鱼鳞坑。这一个个交
错排列的半月形土坑，看似不起眼，却能蓄水
保肥，助力提高苗木成活率。“蓄水种树，让泥
不下山、沙不出沟。”顺着马柿军手指的方向
望去，山坡上栽植的 200多株苹果树已冒出
新芽。

马柿军的家在榆林市子洲县张家砭村，
地处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腹地。站在山顶
四望，山坡上沟壑交错。长期以来，顺着黄土
高原的千沟万壑，大量泥沙涌入黄河。省水
利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省内黄河
流域输沙量超过黄河流域总输沙量的60%。

2020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
时强调：“要坚持不懈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推
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动黄河流域
从过度干预、过度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生息
转变，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我们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全力

在减沙控沙上下功夫。”省水土保持和移民
工作中心主任杨稳新介绍，遵循黄土高原地
区植被分布规律，我省以草固沙、以林拦沙、
以坝留沙，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进
入黄河的泥沙量不断减少。

“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马柿军口
中的“墙”，指的是淤地坝——黄土高原地区
创造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沟底筑坝，滞洪、
拦泥、淤地、蓄水，让荒沟里“长”出良田。“平
整、墒好、肥多，大伙儿都说淤地坝是‘粮囤
子’哩！”马柿军说。

张家砭村原先的 3座淤地坝年久失修、
设施老化。3年前，村里实施新一轮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挖掘机日夜作业，淤地坝翻新、加
固，坝地增加了 100多亩；分支沟道里，谷坊、
水窖等设施修葺一新，形成二级蓄水；坡面
上，新建的数百亩梯田，变成了良田和果园。

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大规模兴建至今，
我省累计建成淤地坝3.4万座，淤地坝累计拦
泥沙58亿吨。

眼下，陕北的沟壑间施工正酣，“十四五”
时期将新建淤地坝、拦沙工程设施2680座，预
计拦泥沙量1660万吨。

工程措施“拦泥沙”，林草措施“穿绿
衣”。走进黄河岸边的延安市宜川县晋陕峡
谷，坑洼崖面上，几名造林队员正在浇灌新
补种的苗木。

“这里曾是荒山秃岭，山势陡峭、土壤贫
瘠，种树不易。”宜川县林业局副局长郝云峰
说，条件虽困难，造林不停歇，当地在实践中
摸索出了“石坑客土大苗”方法——山陡留
不住土，就在斜坡砌垒石坑；土层太瘠薄，就
从别处调配土壤；矮小苗木易遭野兔啃食，
就栽种大树苗。

“陕北人种树，有着一股韧劲儿。”郝云
峰说，2012 年以来，宜川县用“石坑客土大
苗”方法累计造林 3.5万亩，“一到夏天，到处
郁郁葱葱”。

“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双管齐下，陕北的
水土流失得到进一步治理，入黄泥沙量显著

减少。”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省内黄河
流域年均入黄泥沙量已由2000年前的8亿多
吨减至目前的2.68亿吨，下降2/3。

减了“含沙量”，增了“含绿量”，黄土高原
换来“含金量”。

延安市安塞区南沟村地处黄土丘陵沟
壑区，7 年前，村里开始打造生态农业示范
园，山窝窝里产出“金果果”。游客花 500元
认养一棵果树，可以获得“采摘权”，收获季
节就会收到又甜又脆的苹果。通过“我在
南沟认棵树”这一创新营销模式，3000多棵
果树有了认养者。

“这千亩山地苹果，外观圆润，果味清
甜。2021年采摘的几百箱苹果准时寄给了北
京、上海等地的认养者。”南沟村驻村干部张
光红说。

2021年，陕北地区（榆林、延安两市）粮食
总产量达 293.55万吨，苹果产量达 492.55万
吨……“黄土沙窝”变身“塞北粮仓”，陕北正
日益成为重要的粮果基地。 （王乐文 高炳）

陕西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改善流域生态 确保黄河安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