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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自动化生产线并排铺开，在计算机的操控下满负荷运转。位

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师天北新区工业园的新疆荣泽铝箔制造

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中高压化成箔的“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生产工艺和绿色环保生产技术在国内同行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在各项政策扶持下，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在新疆兵

团涌现，成为所在行业领域的标杆企业。据统计，2021年，新

疆兵团完成生产总值 3395.61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 919.38亿

元。新疆兵团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打造先进生产力示范区。

立足优势打造品牌

新疆作为全国第二大牧区，不仅拥有类型多样的草场，

还拥有国内最大的进口良种牛核心群。这使得新疆的奶资

源非常丰富，衍生出了奶茶、奶酒、奶疙瘩、酸奶等特色奶制

品。其中，造型奇特、口味多样有趣的天润酸奶相当火热。

（下转第 3版）

升级+创新、“引进来”“走出去”助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质量发展

把 兵 团 品 牌 叫 得 更 响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崔莉

位于安徽合肥高新区的安徽智飞龙科马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片忙碌，新晋

“安徽工匠”周锋在办公室里很少有停下来的

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事等着去处理”。

疫苗生产，是一个与病毒赛跑的过程。

作为重组新冠疫苗研发和生产厂家——智飞

龙科马公司的生产副总监，从研发岗位“转

岗”到生产岗位的周锋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

最终，在短短两个月内，周锋团队不仅生

产出了合格的疫苗原液和成品，而且实现了

重组新冠疫苗从研发向产业化转产的一次性

成功。也因为如此，“安徽工匠”2021 年度人

物揭晓时，周锋众望所归。

喜欢创新的周锋觉得自己不是“匠”，但

又很像一名“匠人”。与传统工匠不同的是，

像周锋这样的“新工匠”，有着高学历、高技

能，或从事高新技术产业，他们既有着传统

工匠的职业追求，又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工作

内容。

如今，人们在说起合肥时，总会提及一个

新词——“科里科气”，大意是“浑身充满着科

技的氛围”。在“科里科气”成为热词并迅速

出圈的过程中，一大批像周锋这样的“新工

匠”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跨界”的工匠

周锋原本是从事狂犬疫苗研发的。他把

自己定位为一名科研人员，但一场疫情把他

推向了生产一线。

其时，智飞龙科马刚建成一座狂犬疫苗

车间，尚未正式启用。结果，他们接到了生产

重组新冠疫苗的任务。周锋也在那时开始了

自己的“跨界”转型。

使命在肩，从产线改造到设备采购、安装

调试，周锋团队不得不用最快速度进行。“只

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成功生产出第一批

合格的新冠疫苗原液。”6天生产两批原液，每

天生产一批制剂，这是在挑战极限。周锋说，

车间里全天候灯火通明，所有人都明白他们

每多累一分，其他人就有可能少受一分病毒

的威胁。

一年时间，周锋从车间主任晋升为公司

的生产副总监，在“新工匠”的道路上，周锋越

走越远。

在走向“新工匠”的道路上，“跨界”几乎

成为一个标配。

90 后 孔 伟 成 ，是 一 名 典 型 的“ 博 士 工

匠”。虽然年轻，但他已是国内首家将量子计

算正式推向商用领域的量子计算企业——本

源量子的“资深员工”。为了让量子计算机从

实验室走向工程化运用，本、硕、博都在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就读的孔伟成，参与了本源量

子创立的全过程，并承担量子计算机硬件研

发任务。

把理论上 10%成功率的技术变成 100%可

重复实现的工程技术，孔伟成觉得，自己本质

上和一名传统的匠人也没有什么不同，都是

在“制造产品”。如果要说有不同的话，孔伟

成觉得，自己制造的是一款“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别人能制造出来的东西”。

（下转第 3版）

高学历、高技能或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他们，也有着传统工匠的职业追求——

“科里科气”的合肥有一群“新工匠”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臧慧 申美 李江波 谷倩

对于在职职工，暑假的苦恼莫过于“家长

要上班、孩子没人管”。独自在家，安全怎么

办？交给父母，能不能带？找个托管班，有没

有合适的？

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总工会一直在努

力推动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开设子女托管

班。今年 5月，西安市总与市卫健委联合下发

通知，鼓励大中型企业开设普惠制婴幼儿照

护机构，鼓励各级工会开展职工子女托育托

管，鼓励有条件的单位为职工提供 3岁以下婴

幼儿托育服务。

孩子乐了，职工安心了

在西安高科集团职工之家的一间宽敞明

亮教室里，一群孩子围在钢琴旁，音乐老师边

弹琴边教孩子们唱儿歌；另一间房子静悄悄

的，几名稍大点的孩子有的伏案写暑假作业，

有的专心练写硬笔书法。

这就是西安高科集团工会为职工打造的

子女免费托管服务班。“集团职工之家总面积

1500平方米，设施齐全，集团工会专门挑选出

两间面积大、装修精致的房间，作为托管班教

室，添置了桌椅、钢琴、投影仪和文具，还聘请了

两名专业老师。”高科集团工会干部雷蕊华说。

过去，每到寒暑假，在集团从事财务工作

的卢淑娟和丈夫总为孩子没人看管而发愁，

只能花钱把儿子送到社会托管班。现在，单

位的托管班环境好又安全，还能随时找老师

了解孩子的情况，方便又放心。

“写完妈妈布置的作业，可以自由活动，

去书屋读读书，和伙伴打打乒乓球、下下围

棋，一天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在这里很快

乐。”卢淑娟 12岁的儿子开心地说。

“我们还会继续举办”

在西安市第九医院暑期爱心托管班的折

纸课堂上，孩子们被深深吸引。在值班老师

孟琪的手中，一张 A4 纸前一秒是青蛙，后一

秒变帆船，一会又变成一只纸鹤。6岁半的李

伊煊拿起手中的彩铅对纸鹤进行“加工”，不

一会儿，纸鹤就有了一双漂亮的眼睛。

7月20日，西安市第九医院以“你安心工作，

我全力带娃”为主题的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

托管班针对全院职工 3岁至 11岁的子女，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免费托管服务。 （下转第3版）

西安市总与市卫健委联合解决假期子女“无人看护”的后顾之忧

“你安心工作，我全力带娃”

本报讯 （记者康劲）“是工会的帮

助，使我减轻了医疗费用压力，再也不

担心因病返贫了。”黄师傅是甘肃省张

掖市的一名快递员，不久前被确诊为

右肺部恶性肿瘤，7月底通过甘肃工会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综合互助保

障计划，获得了 5万元的互助金。

专项互助保障计划是甘肃省总工

会投入 1200万元联合中国职工保险互

助会启动的一项“暖心工程”。该项目

自今年 1 月实施以来，为全省 10 万名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了“健康红

伞”。截至 7月底，为 4208人支付 749.4
万元互助金，不仅为大批网约配送员、

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减轻了医

疗费用的压力，也使他们免于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

近年来，甘肃工会持续加大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关心关爱力度，针

对许多职工就业灵活、工资收入低、医

疗保障弱等情况，紧紧围绕住院治疗

的多发病、常见病和 30 类重大疾病、

因意外事故造成伤残导致的医疗费用

负担重等困难，划定救助保障范围，制

定了住院+意外+重疾的“综合互助保

单”。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己不用

花费一分钱，就可以得到最高 30万元

的医疗保障。

在项目推进的同时，甘肃省总还

将“健康大篷车”开进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集中的工业园区和作业站点，

累计为 2万多名职工进行公益健康体

检，逐步建立健康档案。指导全省各

市州县区工会开展重大疾病慰问救

助、爱心助学、技能提升和安全培训等

多项服务，把健康关爱作为工会组织

服务新就业群体职工的“标配”。

活动启动半年多来，受到了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群体的普遍欢迎和社会各

方的赞誉，被认为是一项完善甘肃省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配套改革、建

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有利于从根本上

减轻职工医疗负担，建立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

今年 6月底，在甘肃省总的协调下，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

兰州办事处完成了与甘肃省医疗保障局、省人社部门的职工住

院数据对接和社保信息共享，升级了“甘肃省职工互助保障业

务管理系统”，实现了实时准确掌握职工住院医疗等数据信息，

使职工“零跑腿”就能从手机端领到互助保障金。下一步，将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驿站设立“健康互助小屋”，选派“健康互助

大使”，实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健康保障的全覆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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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旭）进入 8月，辽宁省沈

阳市总工会“健康服务月”活动全面展开：为万

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开通

14条热线为职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组织医务

志愿者进企业开展义诊及健康医疗、以电子工

会会员服务卡为载体进一步扩大职工医疗互

助保障覆盖面……8项服务职工活动，项项利

民惠民。据悉，沈阳市总赋予常规工作鲜明主

题，根据时间、季节特点将各项工作融入各月，

以“工会主题月”活动为载体，推进服务职工活

动全年精彩不断、热度不减。

沈阳市总“工会主题月”活动始于 2021年，

根据去年活动开展情况，今年有的做了调整，受

职工及企事业单位欢迎的活动继续开展。1月

为“送温暖慰问月”、2月为“稳岗留工关爱月”、

3月为“巾帼服务月”、4月为“就业促进月”、5月

为“劳模精神传承月”、6月为“‘两邻’理念实践

月”、7月为“户外劳动者关爱月”、8月为“健康

服务月”、9月为“职工文化月”、10月为“技术创

新协作月”、11月为“建会入会服务月”、12月为

“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月”。“工会主题月”活动由

不同部门担任不同月份的牵头单位，沈阳市总

还会进行督察考核。

据悉，为了把“劳模精神传承月”“职工文

化月”活动办得精彩，在分管主席的带领下，

相关部门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谋划。调研、

写方案、组织实施……想方设法创新，确保活

动亮点频频。

不少“工会主题月”活动需要市不同部门

之间配合，进行社会资源整合，带动起县（市）

区工会共同参与。权益保障部是“稳岗留工

关爱月”活动牵头单位。据介绍，“稳岗留工

关爱月”设计了留沈过大年、送福大礼包、维

权服务等 5 项活动，联合了沈工服务中心、各

产业工会、8个县（市）区工会、法律部门、市总

12351 服务热线、“沈阳 e 工会”以及 100 余家

企业开展。

沈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顾少清表

示，“工会主题月”活动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工

会组织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还锻炼、提

升了工会干部的综合能力，在工会机关营造

出积极作为、创新争先的良好氛围，推动了工

会各部门努力把工作干好、干深、干出影响。

赋予常规工作鲜明主题 促进常规工作焕发活力

沈阳市总“工会主题月”活动全年精彩不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交通进入快速发
展的历史最好时期，一条条团结线、幸福路在
雪域高原延伸，不断创造交通奇迹，宛如高原
人民走向幸福生活的“金色哈达”。

自 2012年至今年 6月底，西藏累计完成
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3399.49亿元。仅“十
三五”期间，西藏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就占
全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三分之一。公
路总里程由6.52万公里增至12.07万公里；高
等级（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 38 公里增至
1105 公里；公路密度由 5.31 公里/百平方公
里增至9.78公里/百平方公里。解决了375个
乡镇、3479个建制村通畅问题，乡镇、建制村
通畅率分别达 94.4%和 77.89%，分别较“十二
五”末提高了53.5个和63.6个百分点。

图为复兴号列车行驶在西藏朗县境内。
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天堑变通途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为应对南方地区持续高温

晴热天气导致的旱情，国家防总决定于 11 日 18 时针对四

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 6 省份启动抗旱四级应

急响应。

国家防总要求相关地区强化抗旱水源统一调度管理，细

化落实应急供水措施，必要时组织拉水送水，确保人饮安全，

努力保障工农业生产用水需求，并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四川、

重庆和安徽、江西等省份指导抗旱减灾工作。

据悉，近期南方地区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局地旱情露头发

展，江西鄱阳湖出现历史同期罕见低水位。

另据气象预测，8 月 13 日以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

及东北地区的部分地区将再迎降雨过程，与 8 月 6 日以来降

雨落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

增加。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8 月 11 日组织防汛抗旱专

题视频会商调度，强调要全力做好南方地区抗旱减灾工作，严

格落实北方地区新一轮降雨过程防范应对责任措施，最大限

度减轻灾害损失。

国家防总针对6省份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历经一年多的更新改造，位于上海人民广场的上海城市规
划展示馆日前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增加2000多平方米的展陈
面积，分为序厅、人文之城、创新之城和生态之城4个主题展厅，
通过引入VR、AR、全息影像以及5D数字化城市沙盘等科技手段，
为参观者提供沉浸式互动参观体验。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完成改造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