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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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0
星期日

壬寅年十月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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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6期

今日4版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本报讯（张磊）印尼当地时间 11月 16
日晚，一列高速铁路综合检测车对雅万高
铁德卡鲁尔车站至4号梁场间线路进行检
测，获取的各项指标参数表现良好。这标
志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作建设的雅万
高铁首次试验运行取得圆满成功。

雅万高铁全线所采用的中国标准“简
统化”接触网装备由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供货。“简统化”接触网系
统通过对接触网技术参数、安装型式、材
质标准和服役性能的深入研究，达到统一
技术参数、统一并简化装备结构形式、统
一并减少零部件种类、提高关键零部件服
役性目的。较传统结构相比，“简统化”腕
臂零部件在数量上减少 39%、螺纹副减少
57%、紧固力矩种类减少50%，产品制造的

稳定性、零部件集成度得到全面提高，满
足高铁供电系统运行要求的同时，接触网
安装和维护效率提升了 1/3，为统一全套
标准装备、智能识别零部件故障提供了基
础保障。2019年，国铁集团组织召开技术
评审会，专家一致认为，“简统化”接触网
零部件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悉，雅万高铁全长142公里，最高运
营时速 350公里，是“一
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
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
项目，也是中国高铁首
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
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
国标准。项目建成后，
雅加达到万隆的旅行时
间将由现在的 3个多小
时缩短至40分钟。

←←1111 月月 1313 日日，，在印在印
度尼西亚万隆度尼西亚万隆，，印尼员印尼员
工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工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
雅万高铁资源管理中心雅万高铁资源管理中心
学习中国标准简统化接学习中国标准简统化接
触网零部件装配工艺触网零部件装配工艺。。

焦宏涛焦宏涛 摄摄

中国标准助力雅万高铁首次试验运行成功

“有幸参加党的二十大，我感到无比光荣与
自豪，更坚定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
和信心。”11月17日，党的二十大代表张莲莲受
邀走进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会上，张莲莲用通俗易懂、朴实生动的
语言分享了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后的所见、所
闻、所学、所想，现场不停响起阵阵掌声。

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等20多项荣誉的获得者，张莲
莲向大家分享了 4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不怕
困难，带头植树造林的故事。分享了积极履行
代表责任，帮助村里通电、通水、通路的故事。
分享了义务资助多名贫困大学生以及帮扶多名
困难群众发展产业的故事。

宣讲活动中，张莲莲深入生产一线，与职工
面对面亲切交流，让职工更深层次地了解到党

的二十大精神内涵。
职工纷纷表示，要以劳模为榜样，立足岗

位、振奋精神、爱岗敬业、创新奉献，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装备公司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迅速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制订学习方案，细化学习安排，通过党委理论中
心组、读书班、党支部“三会一课”、集中学习等
方式，开展学习研讨活动，做到原原本本学、全
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同时，利
用公司内部微资讯、橱窗展板、广播等自媒体对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宣传报道，让大家听得懂、
能领会、可落实。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通过多种形式，让党
的声音传遍每一个角落，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
动工作、打开新局面、迈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张博如是说。 （王晖）

张莲莲张莲莲（（左一左一））在生产车间宣讲在生产车间宣讲。。

坚定信心听党话跟党走张莲莲

二十大代表在基层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在近期举行的2022年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中，来自全国各地年轻创
业者的创新创造成果引来各方关注。如，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古生物化石修复系
统、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产品等。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当
下，许多有志青年敢闯敢拼，已成为创新
创业创造主力军。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自
2014 年以来，在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中，大学生创业者超过500万人。在信息
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科技应用
服务业等以创新创意为关键竞争力的行
业中，青年人占比均超过50%。青年人自
觉将人生追求同国家发展进步紧密结合
起来，在创新创业创造中展现才华、服务
社会。

当前，各地创新创业创造政策环境日益改善，施
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要坚
定信念，勇于创新创业创造，不断保持推陈出新的意
识和干劲，善于捕捉创新创业创造的机会与灵感，用
脑洞大开的创意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力争在所处领域
中有所建树，让青春在创新创业创造中闪光。

创新仅凭一腔热血还不够。青年创业者要脚踏
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因兴趣而创业，将爱好变
成事业，并将个人创新出发点与满足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相结合，把创新创业创造的成果转化为助推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源头活力，让创新创业创造释放出巨
大能量。

从众创空间的奇思妙想，到科技园区的成果转
化，再到城市农村的电商网络……无数青年创业者投
入创新创业创造中去，造就了一个个新兴产业，开辟
了一条条发展赛道，汇聚起经济发展新动能。要让千
千万万想创业、敢创新、能创造的青年创业者各显身
手，努力使更多创意开花结果，更好释放全社会创新
潜力和创造活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吉亚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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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关颖）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做好 2022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
知》，发布 2022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西安
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入选。

其中，西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位于西
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内，毗邻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生产制造基
地，服务对象包括华为、比亚迪、陕汽、隆基、杨森
等知名制造企业，将进一步发挥支撑引领实体经
济发展效能，为西安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注入强劲动力。

据悉，2019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牵头
发布四批年度建设名单，累计包括 95个国家物
流枢纽，覆盖 3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西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
枢纽入选2022年国家建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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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曼谷闭幕
□贸易结构优化 我国对世界总出口贡献度位居首位
□中关村论坛11月25日开幕 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北交所首个指数以 4 月 29 日为基日 基点为 1000 点
□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双降 元旦春节猪肉供应充足
□全球首款载人级智能分体式飞行汽车工程样车研制成功

学报告 谈体会 话落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月 17日，
省建设工会成立了由全国劳模付浩、三
秦工匠杨联东等 15名劳模工匠组成的
陕西省建设系统党的二十大精神劳模工
匠宣讲团，深入中铁二十局集团举行首
场宣讲活动。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张永乐出席。

活动采取现场+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在中铁二十局设主会场。42个子分公
司、区域指挥部、项目分会场的 471名干
部职工线上聆听宣讲。

宣讲中，全国劳模付浩，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井华山，省劳模杨联东、陈
红伟结合工作经历，就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与干部职工互动交流。

“我能从普通工人成长为劳动模范，
深刻体会到练就本领的路上，没有捷径，
只有耐得住寂寞、下苦功夫，才能实现美
好的明天。”井华山说。

“虽然我们的工作很普通，但是通过
辛勤劳动，就能够实现人生价值。无论
你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有恒心、有决心、

有信心，就能干出一片天地。”付浩朴实
的话语鼓舞了在场的职工。他表示，要
把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传授给青年职
工，帮助他们更快成长。

省建设工会主席李幸表示，劳模工
匠的宣讲更有说服力、亲和力，针对性、
有效性。用小切口反映大时代，用小故
事讲明大道理，就是要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讲透彻、说明白。

据悉，宣讲团成员将兵分三路，分赴
十个系统进行宣讲。

——省建设系统劳模工匠宣讲团举行首场宣讲

小故事讲明大道理

新闻集装箱

据新华社电 11月 19日，地处天山北麓的中
国石油新疆油田呼图壁储气库HUHWK4井采气
阀门缓缓开启，这座目前全国最大的天然气储气
库正式启动第十周期采气运行，全力保障今冬明
春天然气供应。

我国最大储气库开启今冬采气

据新华社电 第 6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26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11月 19日在云
南昆明开幕。4天的会期中，80个国家、地区和国
际组织的代表嘉宾将围绕“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
展”的主题参展、参会。

第6届南博会昨日在昆明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从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日前召开的扩大会议
上了解到，今年 1至 10月，中央企业收入
效益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32.3 万亿
元、利润总额 2.2万亿元、净利润 1.7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9.9%、4.7%、3.9%。

据悉，在运行质量稳中有升的同时，
国资央企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
同发展，通过减免房租、降资费等向社会
让利约 200亿元，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
供了有力支撑。会议提出，国资央企要把
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做实做细提质增效

工作，进一步做好能源保供工作，加大亏
损企业治理力度，圆满收官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奋力完成全年经营目标，加快打造
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

1至10月中央企业收入效益稳步增长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在多哈
的中国记者都会去看一眼卢塞尔
体育场，不只因为它是决赛地，更
因它是“中国造”。

驱车前往，有专门的车道画出
了“卢塞尔”的字母标识，不用导
航，沿着彩标就能开车到达。

当记者掏钱准备买水时，卢塞
尔体育场的造型赫然出现在 10元
的卡塔尔里亚尔纸币上。

远观卢塞尔体育场，它的整体
外形呈马鞍状，波浪形膜结构，外
幕墙是铜色圆形玻璃，配上内部灯
光，使得它在夜间格外璀璨，像极
了沙漠中一只“大金碗”。

这座体育场可容纳92000名观
众，由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承建，中
方参建人员超千人。

出发多哈前，记者采访了中方
总工程师李白，他自豪地说：“卢塞
尔体育场是中国企业第一次以设
计施工总承包的身份，参与建设国

际足联最高标准的专业足球场；也是中国企业首
次执行世界杯主体育场设计建造任务；更是目前
中国企业在海外建造的规模最大、容纳人数最多
的专业场馆。”

无论是施工设备，还是制造技术；无论是中
国设计单位，还是专业施工企业，卢塞尔体育场
的每个细节都在彰显中国智慧。

为实现屋面膜钻石型外观效果，团队设计了
复杂的索膜结构——屋顶索跨度 278米，使用
2000多根索，加上外幕墙 4000多个单元式镂空
铝板，3.3万吨的总用钢量……团队不仅要克服
张拉、找形、安装的难题，还需在 50米以上的高
空作业。

设计上的创新更不胜枚举：赛时使用、赛后
改建被同步考虑；在不影响外观和功能的前提
下，整个幕墙外壳缩小了一圈，但内部的房间大
小不变；笔直的立柱被设计成香蕉形，避免了
立柱与房间的碰撞；中下层看台的每个座椅
下，都有独立空调通风口，球迷的观赛体验会
很舒适……这些优化设计，大大降低了成本。

时至正午，烈日当空，气温来到 33摄氏度，
我们摸了摸地表，手立马弹起。

与高温辉映的是球迷的热情，大家身着各队
球衣忙着合影，背景就是卢塞尔体育场和“大力
神杯”模型。 （新华社多哈11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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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卡塔尔世界杯

朱鹮繁盛的
"陕西方案"

从7只到7000余只——

详见第四版

本报讯（王珺）11月16日，在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
附近的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赵家院
隧道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返隧道进行出渣作业。

由中铁北京工程局承建的西气东输三线中段五
个标段主要负责西安市蓝田县和商洛市商州区、丹凤
县、商南县境内共计 43 条隧道的开挖，总长 43378
米。目前，现场已进洞施工有 24条隧道，累计开挖
7525米。

据了解，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自宁夏中卫至江
西吉安，总长 2090公里，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一个
组成部分。该工程在陕西境内长约 514.5公里，是陕
西“十四五”重大项目，途经咸阳、渭南、商洛等 5市 14
个县区，预计于2024年3月建成投产。

商洛：西气东输三线工程施工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