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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1月27日下午，在奥地利山城萨
尔茨堡举行的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奥地
利赛区闭幕式上，8名中国选手身披国旗陆续登上
领奖台，鲜艳的“中国红”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23 日至 27 日举行的奥地利赛区比赛是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的最后一站，设置
电气装置、砌筑、混凝土建筑、工业控制、化学实
验室技术、重型车辆维修和货运代理 7个项目，
共吸引来自 38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名选手参
赛。经过激烈角逐，中国选手在参加的全部赛
事中脱颖而出，斩获6枚金牌、1枚铜牌，为今年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的征程画上完美句号。

随着奥地利赛区比赛落幕，2022年世界技
能大赛特别赛全部62个项目比赛均告结束。中
国代表团在参加的 34个项目上共获得 21枚金
牌、3枚银牌、4枚铜牌和 5个优胜奖，位列金牌
榜第一，金牌总数刷新单届比赛历史最好成绩，
展现了中国年轻一代务实肯干、坚持不懈、精雕
细琢的工匠精神。

中国队在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多个项
目上实现金牌或奖牌“零”的突破，在美容、家具
制作、货运代理、重型车辆维修、化学实验室技
术、抹灰与隔墙系统等项目上首次摘金，在网站
设计与开发等项目上首次获得奖牌。

在传统强项上，中国队继续展现绝对实力：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周楚杰为中国队在数控
铣项目上实现“四连冠”，中建五局高级技工学
校的伍远州和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董青分
别为中国队在砌筑项目和时装技术项目上实现

“三连冠”。
宁波技师学院学生蒋昕桦斩获中国队在重

型车辆维修项目上的首金。他在获奖后对记者

说，能为中国队实现突破、身披国旗站上最高领
奖台感到非常骄傲，感觉备赛期间所有的艰辛
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据蒋昕桦介绍，重型车辆维修项目是欧美
国家传统强项，本次比赛前一个月才公布比赛
车型，主要是国内罕见的欧美品牌，且相关车辆
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中国选手的外语水平、临场
应变和精细操作能力提出很高要求。得益于充
分的赛前准备，他在比赛中发挥出色，裁判对他
的表现大为惊讶，直呼“太厉害了”。

中国代表团选手和指导老师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取得的每一枚
奖牌背后，是国家对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视，越来
越多的青年投身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芬兰赛区中国代表团时装技术项目指导专
家李宁说，摘金夺银是中国选手实力的体现，也
是对中国技能人才选拔培训、教育教学工作的
充分肯定。

奥地利赛区中国代表团重型车辆维修项目
指导专家刘庆华介绍，代表团在赛前为每个项
目制定了详细的比赛策略，全程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为选手们的出色发挥打下了坚实基础。

获得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金牌的河南化工
技师学院学生姜雨荷说，在世界技能大赛圆梦
后，她希望未来能走上教师岗位，回报母校，将
自身的技能经验传授给学生。

获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金牌的浙江建设技
师学院学生马宏达对记者说：“国家发展既需要
顶尖科技人才，也离不开一代代工匠的辛勤付
出。作为青年工匠，我要传承‘老手艺人’的衣
钵，把技能学精学透，用所学所能助力国家发
展。” （新华社奥地利萨尔茨堡11月28日电）

中国工匠闪耀世界技能大赛

新华社酒泉11月28日电（记者 黄明
李国利 张汨汨）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将于
11月 29日 23时 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
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三人组成。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
明 28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的。

季启明说，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
定，瞄准北京时间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发
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
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组成，费俊龙担
任指令长。航天员费俊龙参加过神舟六
号载人飞行任务，邓清明和张陆都是首

次飞行。
季启明说，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

二号 F遥十五火箭即将开始推进剂加注。
季启明表示，此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

程今年的第六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建
造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将
在轨工作生活 6 个月，任务主要目的为：
验证空间站支持乘组轮换能力，实现航天
员乘组首次在轨轮换；开展空间站舱内外
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安装
与调试，进行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进行空间站日常维护维修；验证空间站三
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

按计划，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
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

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
合体，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的最大构型，
总质量近百吨。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五
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计划于
明年 5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
工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乘组轮
换条件。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
号 F遥十五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
施设备运行稳定，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
基本就绪。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计划
于一周内完成在轨轮换任务，返回东风着
陆场。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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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葸亮 陈练斌）11月 24 日，由陕
西化建公司承建的内蒙古东源科技全资子
公司——东景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8万
吨/年BDO项目一次开车投料成功，标志着产
能38万吨BDO项目（含原产10万吨/年装置）
成为全球最大的BDO一体化生产基地。

该项目于 2021年 6月 17日开工。施工过

程中，陕西化建坚持保障工程进度和疫情防
控工作两不误，全体参建人员利用曲臂车、

“管道四维设计软件”等先进工具推进节点
目标进度，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所有
建安量，实现一次开车成功，并创造了行业
同类装置建设速度之最，又一次展现了“陕
西化建”品牌硬壳实力。

陕化建承建的全球最大BDO产业项目投产

陕汽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汽车
总装配厂在做好
疫情 防 控 的 同
时，及时调整生
产组织方式，保
障 订 单 正 常 交
付。图为内饰装
调工为驾驶室安
装防水堵贴。

张俊妮 摄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1月 28日，省第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在西安召
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1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我
省国有资产向全省人民亮出“家底”，国有企
业“稳定器”“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彰显。

我省自 2018年起，建立起省政府向省人
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每年
定期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今年是第一个五年周期的收官之年。五
年来，全省国有资产管理规模逐年提高，管理
质量不断提升，制度体系日臻完善，各项重大
改革平稳推进，资产风险隐患有序化解，国有
资产监督力度持续加强，有力支撑和保障了

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底，全省国有企业

资产总额 5.98万亿元，所有者权益 1.89万亿
元，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102.26%。全省国有
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国资国企改革
不断深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有资本监管力度
不断加大，国有企业“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进一步彰显。

全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 1.51 万亿
元，所有者权益 2714.34亿元，国有资本保值
增值率 105.31%。全省金融资本实力逐步加
强，监管质量逐步提升，产权制度逐步规范，
防范化解风险实力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大幅提升。
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1.77 万亿

元，净资产总额 1.30万亿元。全省文物资产
突破 268.47万件。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基础不断夯实，制度体系持续完善，重
点改革任务持续推进，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资产配置盘活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保
障能力逐年提高。

全省国有土地资源 394.73 万公顷，水资
源总量 852.49亿立方米，已查明资源量矿产
93种。全省国土开发保护格局日益优化，自
然资源管理基础日益夯实，保护力度日益加
强，自然资源利用水平日益提升，生态修复治
理效果明显。

国企“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彰显
陕西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接受审议

截至去年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5.98万亿元

据新华社 记者11月 28日获悉，全国总工
会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兜底建”工作的指
导意见》，围绕“兜底建”工作的关键性问题，从
夯实组织基础、创新途径方法、强化工作保障等
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致力于最大限度把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组织到工会中来。

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
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灵活分散、流
动性高、与用工单位劳动关系复杂等特点，意见
指出，要充分发挥区域（行业）工会、乡镇（街道）
和园区工会、社区（村）工会“小三级”工会“兜
底”作用，通过加强“小三级”工会建设，织密组
织网络、创新方法手段、强化服务保障，广泛吸

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确保想入
能入、应入尽入。同时，意见聚焦“兜底建”工作
中的制度性、政策性难题，以及地方和基层反
映的突出问题，积极予以回应，并充分考虑地
区差异，力求提出的方法举措能够落地见效。

据了解，各级工会近年来深入推进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和维权服务工作。2021
年 7月，全总部署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
集中行动，各级工会大力推行“重点建、行业
建、兜底建”建会入会模式，其中“兜底建”在吸
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截至今年 6月底，全国新发展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工会会员 687万人。

深入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工作
全总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兜底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严禁采用硬质围挡封堵消防通道、单元
门、小区门，临时管控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4小
时；严格把控全市涉及民生保障相关的商场超
市涉疫处置工作，做到快封快解，原则上关闭
一天后即重新开放，最多不超过三天；近期疫
情防控实际操作中，一些小区出现阳性后，封
控措施精准限定于单元，且快封快解……北京

这些措施一出台就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
全力做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障，尽

最大努力为老百姓提供方便，是坚持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这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期尤须
切记。抗疫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民造
福，就是护佑每一个人的健康、平安。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提供方便，千
方百计地提升常态化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
性，统筹做好防疫管理和服务保障；无论何时

都要把百姓需求真正放心上，解决好百姓的关
心事、关切事，耐心细致周到做好群众服务工
作，让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支持、配合，凝聚起
疫情防控基层一线的强大合力。

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
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初心使命所决定的。坚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各级党委政府不断提高科学防控水平，不
断优化动态清零措施，努力把疫情对群众生活
的影响降到最低，暖人心、聚民心、强信心，我
们就一定能早日迎来全面打赢常态化疫情防
控攻坚战的那一天。 （辛华）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提供方便

本报讯（安璇）省安委办近日透露：在城市
建设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中，我省以住建领
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检查、大整治”为根本措
施，扎实推进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整治、自建
房和城镇燃气安全整治等工作。城市建设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以来，全省住建领域未
发生较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和
持续向好态势。

在消除安全隐患方面，我省各级细致开展
排查，完成1700余万栋既有建筑基本情况普查、
705万栋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1.2万公里排水
管线巡查。消除城镇燃气安全隐患7.7万处，完
成500余公里管线改造；整治存在安全隐患的自
建房1万余栋，城市建设安全稳定基础得到进一

步巩固。
在加大惩治力度方面，我省不断推动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排查企业及个人违法建设行为
8019起，执法检查处罚 400余次，办理消防行政
处罚案件千余起，对发生安全事故的暂扣安全
生产许可证，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我省坚持完善制度，建立标准体系，制定落
实建筑施工领域疫情防控 15条措施，完善包括
84项评价指标在内的陕西城市体检特色指标体
系，出台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细则，研究出台工
程质量安全质量手册细则、建筑施工安责险事
故预防技术服务指导意见、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等一批实用管用的规范、制度，为提高城市建设
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全省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