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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 2022年全省劳动竞赛在引汉
济渭一期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建设现场启动，
李凌志的心中更充满了干劲。作为中铁第一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引汉济渭项目总设
计师，李凌志多年坚守秦岭深处，为秦岭特长
输水隧洞项目解决了路线选择、排水通风等难
题。今年，他荣获陕西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扎根秦岭引汉水
陕西关中地区地势平坦，聚集了全省约

60％的人口，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还不到全
国的 1/6，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越
发突出。多年前就有人设想，将汉江干支流
的水引入渭河流域关中地区，一举破解陕西

水资源瓶颈。
2005年，年仅34岁的李凌志被委以重任，

担任引汉济渭秦岭特长输水隧洞项目总设计
师，这一干，就是18年。

“输水工程不像铁路和公路那样可以翻
山越岭，由于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要求输
水线必须是从高向低。”李凌志说，从汉江到
关中，巍巍秦岭是引汉济渭工程最大的屏
障，必须在秦岭的最深处打洞才能让汉江清
水顺利流出秦岭。这个项目隧洞总长 98.3公
里，将实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底部横穿秦
岭，隧洞深埋属世界第一，TBM单机连续掘
进居世界第一，长大支洞施工难度世界罕见。

面对如此难度的工程，李凌志没有退缩。
为了选择一条线路最短、投资最省、地质条件
最好、对自然生态影响最小的方案，他和设计
团队在约6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全面踏勘，走
遍了隧洞沿线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决定成败，否则就可能造成不可挽

回的损失。”对于建设这样复杂、庞大的世纪
工程，李凌志和团队绝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2016 年 2 月 24 日晚，秦岭隧道三号洞
TBM在掘进至 1900米处时，突发涌水，隧道
水位急剧上涨，TBM被迫暂停掘进。接到险
情通知后，李凌志和技术人员连夜赶往现
场，坐橡皮艇进洞进行勘察。

“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影响整个施工
进度。”李凌志说，现场研究制定了排水方案、注
浆堵水的技术方案等，解决了涌水问题，避免了
近亿元的设备损失，还采用“高效沉淀池+过滤
池+活性炭处理”等工艺，确保这些水达标外排。

工程量大、施工时间长，降低对秦岭地区
动植物的影响是李凌志和团队必须考虑的。

“保护秦岭不是喊口号，要在实践中尽量
把工作做细、做实。”李凌志说，除前期勘察
设计外，在设计和施工中尽量调查生物分布
范围和活动规律，能避则避、能躲就躲。实
在躲不开就尽量减少影响，比如一些地段采
用斜井替换竖井施工，一些时段优化施工减

少烟尘和震动对动物造成的恐慌。
让西安人早日喝上汉江水

作为总设计师，李凌志先后主持完成了
长距离施工通风、TBM长距离掘进和深层工
程地质特性等 12项关键技术研究，有效解决
4000余次岩爆、600余次突涌水等难题，创造
了TBM施工通风距离 16.5公里、隧洞相向贯
通27.3公里的世界纪录。

在秦岭岭北进场道路设计时，考虑到长
大越岭隧道弃渣困难，他提出对王家河局部河
道及道路进行“截弯取直”，以便隧洞弃渣，不仅
节省费用8000余万元，还复耕土地300余亩。

2022年 2月 22日上午，伴随着一阵欢呼
声，隧道硬岩掘进机的刀盘破岩而出，引汉
济渭工程秦岭特长输水隧道顺利贯通，这也
是人类首次从底部横穿秦岭。“隧洞贯通意
味着重大问题已基本解决，如同盖房子已建
好框架，接下来主要是装修了。”李凌志说，
他将继续投身输配水工程建设，让西安人早
日喝上汉江水。 本报记者 李旭东

引来碧水润长安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引汉济渭项目总设计师李凌志

省国资委系统第三届职工健身运动会开幕
郭大为出席并宣布开幕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6月 24日，陕西省
国资委系统第三届职工健身运动会开幕。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
席并宣布开幕。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刘斌致辞。省总工会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省国有企业监
事会主席张向阳，省国资委系统第三届职工
健身运动会裁判长刘锦瑜出席。省国资委党
委副书记郭军主持开幕式。

举办本届运动会，是省国资委系统认真

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建设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具体实践，也是省国资
委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精
神风貌的集中展示。开幕式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拉开帷幕，庄严的入场式后，运动员代表、

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此次运动会的比赛时
间为 6月 21日至７月８日，将有来自省国资
委机关、驻陕央企、省属企业 44家单位的 140
支代表队，近 2000名职工运动员分别参加足
球、篮球、拔河、游泳、象棋等 5 个项目的比
赛。期间，“陕西体育赛事”公众号将对赛事
进行直播。

该系统现有 150余万名职工，多年来，系
统各级工会坚持以职工为本，持续开展丰富
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积极参加全国性的
职工体育比赛和全民健身活动，在全国职工
全健排舞、全国职工兵乒球比赛和全国亿万
职工健身活动中均取得优异成绩，不仅是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也是全民健身活动
的主力军。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举办此次运动会，
不仅为省国资委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营造了快
乐工作、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更将进一步激
发大家以健康的体魄、昂扬的斗志、积极的心
态、充足的干劲，全力以赴投身稳经济抓改革
促发展之中，勇立潮头、奋勇争先，在推动陕
西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总工会、省国资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各参赛单位领导同志及工会主席，运动员、裁
判员和职工代表等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强）6月 23日上午，“喜迎二十
大 建功新时代”西安工会党员劳模宣讲团成立仪
式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宣讲大会在雁塔区举
办，宣讲团成员纪刚、汪勇、陈静分享了在不同岗位
上践行初心使命的故事。

据悉，为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深入推进“中
国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主题宣
传教育，西安市总工会成立了由全市教育、医疗、航
空、建筑等多个行业 15名党员劳动模范组成的工会
党员劳模宣讲团，将以劳模宣讲小分队形式，深入
企业、社区、校园、机关等开展常态化宣讲。

西安市总工会

成立工会党员劳模宣讲团

本报讯（周健）6月21日，汉中市总工会在宁强县
开展“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之电商行业劳动者入
会集中行动”。

活动中，新入会的50名工会会员进行集中宣誓，
与会领导为他们发放了《会员证》、会徽，并为新成立
的3个工会组织授牌。下一步，该市总工会将全面推
进全市各级工会组织成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
入会工作专班，加强与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网信
办、电商办等职能部门对接联系，针对不同新业态
群体，研究探索建会入会创新典型案例。

开展电商行业劳动者入会集中行动
汉中市总工会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6 月 23 日，省总
工会制定印发《关于开展“工迎‘新’人 服务
相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精准服务专项活动
的通知》，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特点，
通过整合力量资源、定制服务内容、优化服
务方式，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1+
10+X”精准服务，即依托工会阵地开展服
务、10项精准服务和X项拓展服务。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依托工人

文化宫、工会爱心驿站、“司机之家”、劳动
者港湾、母婴关爱室、职工书屋等各类工会
阵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全方位的工
会品牌服务。要积极开展思想引领、入会服
务、维权保障、法律服务、能力提升、就业服
务、困难帮扶、“送清凉”迎“新”礼包、健康
服务和心理咨询为主要内容的 10项精准服
务。各市（区）总工会、有关省级产业工会可
根据自身实际，拓展加载特色服务项目，力

求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
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心坎上，增强他们的
获得感、幸福感，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通知》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精准服
务专项活动于 7月至 12月分三个阶段组织实
施。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和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支持，加强与平台企

业、外包公司及相关行业协会的协同配合，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要加强与主流媒体
以及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新媒体合作，通过
统一标识、宣传用语，加强宣传推广等，加大
活动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吸引力。

据悉，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新业态工会
组织 994 个，其中市级行业工会联合会 13
个、县（区）级行业工会联合会 92个，吸纳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 10.19万人。

省总工会将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精准服务专项活动
工迎“新”人 服务相伴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从 6月 24日
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召开的政策吹风会上获
悉，为贯彻落实全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推进
会议精神，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纾
解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面临的困难问题，省
医保局近日制定出台《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助
力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纾困解难若干措
施》。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医

保，取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户籍限制，
便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医保。

据悉，该措施主要包括：支持市场主体纾
困发展、严格落实综合保障政策、不断完善
医保支持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医保经办
服务等四大类共 16条具体政策。既涵盖支
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政策，也有落实疫情防控
政策内容；既关注困难群众医保待遇，也满

足广大参保群众便捷就医需要，为我省稳经
济、保民生贡献医保力量。

措施明确：部分企业可以缓缴医疗保险
和生育保险费，减轻企业受疫情影响造成的
生产经营困难；允许企业补办业务，避免企
业因为疫情原因造成的未能及时办理各种基
本医保业务，从而影响职工医保待遇；明确对
第三批省级增补药品，医保支付时间延续至

今年 12月 31日，支持市场主体稳定发展；关
注困难群众医保待遇水平，有力兜住民生底
线；及时调整医保支付政策和范围，确保满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救治需要；优化疫情
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相关防控医药
采购绿色通道等，更好服务疫情防控工作；进
一步优化医保经办服务，提升参保群众的医保
获得感。 （相关政策解读详见第二版）

省医保局出台措施助力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纾困解难

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医保

6月24日，陕西省农林水利气象系统“喜迎二十
大·奋进新征程”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延安
新区城市文化旅游综合体（酒店群）项目举行。省总
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宣布竞赛启动。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6月24日从
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通
知，就 2022年暑期教育系统疫情
防控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完善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因地因时因势调整优化校
园防控措施，不断推进校园管理方
式人性化、科学化，不能“简单化”

“一刀切”，不能过度防控、层层加
码。要做好毕业生学习、考试、答
辩、毕业以及就业服务等工作，周
密安排毕业生离校返校，尊重学生
离校留校意愿。合理安排中小学
和高校暑假时间。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在省级联防联控机制（领
导小组、指挥部）统筹下，统一离校
返乡政策要求，严格执行返乡政
策，建立健全协调对接和应急处置
机制，保障学生安全有序返乡。

通知同时提出，要及时调整校
园公共场所管理措施，做好生活物
资供应保障。加强留校师生员工
健康管理、安全教育、人文关怀，指
导师生做好自我防护和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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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 戴小河）
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达到 7.5亿吨
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14.2%，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19.5 亿吨，为实现“双碳”目
标奠定了基础。

这是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24 日发布的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1》所披露的数据。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李昇介绍，
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10亿千
瓦，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 44.8%，常规水电、抽
水蓄能、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装机
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2.48万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29.7%。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不断提高，全年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利
用率分别达到 97.9%、96.9%和 98%。

李昇表示，2021年我国常规水电新增投产
1800万千瓦，大型常规水电站在建装机容量3800
万千瓦，其中新增核准规模 360万千瓦；风电新
增并网装机容量 4757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新
增并网装机 169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容量 5493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并网装机容
量 808万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我国有超过 2
亿千瓦的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报告指出，截至 2021年底，我国常规水电装
机达到 3.54亿千瓦，抽水蓄能装机容量 3639万
千瓦，水电年发电量 1.34万亿千瓦时；风电装机
容量 3.28亿千瓦，年发电量 6556亿千瓦时；太阳
能发电装机容量 3.06亿千瓦，年发电量 3270亿
千瓦时；生物质装机容量 3798万千瓦，年发电量
1637亿千瓦时。

去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达7.5亿吨标准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