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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建设有序推进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建设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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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有序推进5G网络和千兆光网建设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年轻化特点和趋势明显
■今年全国要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超过8000亿元
■70余名援疆医生分赴新疆边境一线巡边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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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模精神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宗民

“大型桥梁钢塔制造技术”“耐候钢焊接
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首组时速 250公里客专道岔、350公
里高速道岔、重载道岔，第Ⅱ代、Ⅲ代高锰钢
辙叉，全面满足了中国高铁建设需求……

以 600 公里高速磁浮道岔等 35 项新产
品开发工作，实现了城轨交通装备产品的
全覆盖……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他勤耕不辍的
付出和坚持不懈的奋斗。他就是 2022年陕
西省劳动模范、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宗民。

近年来，在李宗民推动下，中铁宝桥聚

焦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积
极适应国家改革发展的新要求，紧跟经济
发展新步伐，不断完善优化产业布局。“虽
然宝桥在宝鸡，但是整个业务遍布全国，遍
布全世界。”他说。

2006年,在江苏省扬州市投建了集专业
化、现代化、智能化为一体的特大型钢桥梁
钢结构生产、运输和安装基地，并在行业内
率先引进了 5G 技术，建成了国内首座“一
中心、三示范”钢桥梁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2009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建成了集高速
和客专道岔研发、制造、储运、安装一体化
道岔生产基地。

2010年，在宝鸡建成了覆盖各类城轨道
岔产品的城市轨道交通产业园，创造了磁悬
浮交通领域多项“中国第一”和“世界之最”。

2019年，在宝鸡高新区建成了重载高锰
钢辙叉制造“绿色工厂”生产基地……

随着产业结构布局的不断优化升级，中
铁宝桥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走上了引
领行业、走向世界的创新发展之路。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科
学技术正在改变传统工业制造，智能产品
正在逐步替代人工操作。一直以来，李宗
民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积极推
动形成了以国家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省
级技术中心为主要平台的协同创新机构，
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资
源保障。

在世界第一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
生产制造中，首次引入焊接机器人、数控等
离子切割机、大型龙门铣床等高端设备，开
创了我国大型桥梁生产工厂化、自动化、智
能化的先河。

在宜宾金沙江公铁两用桥生产制造中，
中铁宝桥实现了 120mmQ370qE 厚板对接；
解决了 120mm 锚座板与 60mm 锚垫板孔群
同心度难题；实现了大型钢拱肋栓接K型横
向连接系制作的精度控制。

在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塔双索面自锚
式悬索桥——重庆鹅公岩轨道专用桥生产
制造中，研发了 55公斤级-40℃韧性好的实

心CO2保护焊丝，并得以成功应用。
通过实施“科技兴企”战略，中铁宝桥先

后被确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和国
家首批《铸造行业准入条件》企业。

近年来，李宗民以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
动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有力抓手，优
化用人制度，畅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先后
建立完善多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制度和人
才成长激励机制，激励职工在生产、经营、研
发等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建功立业，并在集
团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
神，形成追赶超越的标杆效应、辐射带动效
应，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在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下，绚丽的科技之
花不断绽放，一大批创新成果、先进工法解
决了一系列生产技术难题。使中铁宝桥主
项产品 7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
得国际和国家级奖项 80余项。仅“十三五”
期间，中铁宝桥取得国家、省部级、行业内的
科技创新成果达 290多项。 （李学利）

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6 月 24 日，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建设工地，到处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该项目位于延安市南泥湾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内，占地
79.1亩，一期投资3.12亿元，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包括
教学楼、文体楼、学员公寓、工运展厅等。学院建成后可满
足 500 人以上的培训需要，面向全国干部职工进行思想政

治、红色文化、专业技能教育培训和劳模工匠疗休养，将成
为全国工运理论研究的新高地。

截至目前，现场施工总进度完成项目总量约 75%，已
完成投资 2.4 亿余元，其中 1#公寓楼二次结构完成 85%，
2#、3#公寓楼室内安装完成 87%，综合、文体楼室内安装
完成90%。 本报记者 鲜康 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 王优玲）2021
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额29156.87亿元，6611.21万
人提取住房公积金20316.13亿元。

这是近日联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1年
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截至2021年底，个人住房
贷款率 84.18%。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缴存职工结构更加优化。全年新开户单位 79.46
万个，新开户职工 2220.51万人。新开户职工中，城
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办非
企业单位和其他类型单位缴存职工占比达76.85%。

去年全国6611万人
提取住房公积金逾2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6月 24日，西安市
巡游车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选举产
生了行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经费审
查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会，6万余名一线出租

车和网约车驾驶员加入工会组织。
近年来，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和西安

出租汽车协会，在全国同行业中首次面向
全体巡游出租车驾驶员提供了每年一次的

免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免费体检，为行
业工会联合会的组建成立打下了基础。目
前，行业共有 23家巡游企业成立工会，其中
成立独立工会的有 19 家，成立联合工会的

有 4家。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后，将指导全
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和网约车平台开展工
会组织的建设工作，为广大出租汽车行业
从业人员提供组织保障。

西安市巡游车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光阴催人。时间已行进至年中节
点。全省各级各部门上半年的任务完
成得怎么样？如何争分夺秒收尾上半
年工作？对下半年工作有没有明确方
向和重点？此时此刻，尤需我们算好

“时间表”，按下“快进键”，拿出“真功
夫”，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委工
作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下
定决心、保持定力，以实打实的工作举
措收获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为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
效但面临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经济稳定
恢复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风险总体可
控但安全基础依然薄弱。可以说，做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既有有利条
件，也有困难挑战。只要我们用好有利
条件，在困难挑战中创造机遇、在危机
中育得先机，只争朝夕、快马加鞭，就能
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前几日，我省开展了 2022 年重点
项目观摩活动，在三秦大地处处可见高
质量项目建设的“速度”与“热度”。这
正是我们利用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在
困难中抢抓机遇、创造机遇，抢时间抓
进度确保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
践。面对当前的“时间过半”，我们要继
续以推动高质量项目建设的这种马不
停蹄、奋楫争先的劲头，锚定目标不动摇，按照“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要求，迎难而
上，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牢固树立“日事日
毕，日清日高”的意识，算好“时间表”，按下“快进
键”，以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争分夺秒把上半年最
后几天收好尾，加力加速干好下半年。

前进的速度越快，脚步就越要稳。这还需要我
们狠抓工作落实，当好实干家，切实落实好中央和省
委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把工作往实里做、往深里
做、往细里做，既抢抓时间、加快速度，又保证质量、
提高效益，踏踏实实地干、认认真真地干，跑好跑稳

“时间过半”的最后“冲刺”，跑好跑稳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下半程”。 （汪曼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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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骄阳似火，酷暑难当，陕建十建集团时
丰·姜溪花都名都项目为全体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用
品。图为发放现场。 郭飞云 摄

本报讯（奚娴璇）6月 24日，《西咸新区建
设省级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打造秦创原人才
聚集高地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正式发
布，“秦创原人才大市场”同时揭牌。

作为建设省级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的
重要举措，该市场将聚集省级、市级、新区三
级服务职能，建设秦创原创新人才库、高层次
人才集散枢纽，布局人才交流、创业、服务、展
示中心，打造全球人才汇聚高地。同时开发秦
创原人才云平台，为全省建设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提供服务。

西安（秦创原）国际人才港将布局高端人

才公寓、创业街区，打造具有科技感、艺术性、
田园风的开放社区，实现国际人才入港、重大
项目落地，形成“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
相互融合的海内外人才创新生态圈。

西咸新区人才集团将围绕聚合海内外高
端人才、服务人才发展全过程、激发人才创新创
业活力，促进人才、服务、资本、产业等要素充分
融合、高效配置，实现人才集约式服务管理，打
造最优生态综合性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计划通过3年先行先试，奋力实现“55311”
阶段性目标，即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500名，聚
集秦创原创新创业人才 50000名，培育科技经

纪人 300名，建设“科学家+工程师”队伍 100
支、“新双创”队伍100支，建设秦创原人才大市
场、西安国际人才港和“人才池”三大平台，扎实
推进机制创新、载体建设、人才引育、要素保障
等四项重点任务，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融合发展，构建立足秦创原、面向全国、联通全
球的“大人才”工作格局。

作为秦创原总窗口和省级人才发展改革
试验区，西咸新区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大力营造浓厚的尊才、惜才、爱才氛围，打造
一流的全要素人才发展生态：构建了包括

“战略科技人才”“科研创新人才”等各有侧

重的“6+1”人才认定体系，树立“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理念，建立人才跨区域互认机
制。配套出台了秦创原创新人才科研项目奖
励、人才创业支持等 23条支持措施并设立了
新区、新城两级“线上+线下”人才服务专门窗
口，实行“全程网办”和“全区通办”，推行人才
政策“免审即享”“即申即享”。组建了“人才服
务联盟”，建成秦创原人才公寓等各类人才住
房 1800余套、在建 2000余套。引进了 52家专
业服务机构，设立总窗口“科学家+工程师”队
伍37支，科技经纪人40人，全方位助力成果转
化、企业成长。

“秦创原人才大市场”揭牌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应急管理部近日派
出 8个工作组，赴各地开展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2年第一次部级督导核查。

据介绍，应急管理部今年 4月分企业自查、市级
交叉检查、省级抽查和部级督导核查 4个阶段，部署
了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此次部
级督导核查将对各省份工作情况进行现场核验，深
入化工园区和重大危险源企业明查暗访，确保问题
隐患查深查透。同时，深刻吸取典型事故教训，督
促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举一反三，有效管控重大安
全风险。

应急管理部启动危化品
重大危险源企业部级督导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