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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仕强

“目前，区总工会、区交委等部门正在协调

公交公司开通公交线路，相信很快就有结果。”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总工会维权科科长袁玉

娟又一次来到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小康集团”）新址，就其反映的出

行问题说明情况，并收集了解其他需求。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面对企业生存

发展的困境，沙坪坝区绘就“助企解困作战

图”，建立工作小组，成立服务队明确“谁来

帮”；主动服务、问需于企、靶向发力摸清“怎

么帮”；厘定标准、简化流程、整合资源实现

“长效帮”。

在“作战图”指引下，该区工会工作者下

沉一线，把纾困服务直接高效落到企业，帮助

企业“爬坡过坎”，实现纾困“有家”，解难“有

门”，发展“有路”。

“娘家人”变“店小二”

今年 5月，小康集团整体搬迁至沙坪坝区

企业创新服务中心，由于新址距离中心城区

较远，且配套设施正处于建设阶段，致使该集

团部分职工担心搬迁后生活不方便，为解决

职工的后顾之忧，该集团决定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

该集团党工部部长、工会主席黄才凌

介绍，此次搬迁涉及 2000 余名职工，沙坪坝

区总工会得知公司将通过职代会的途径回

应、解决职工的问题时，多次与他联系，敲定

相关细节。“在区总工会的指导、帮助下，两

次职代会收到了良好效果。最终，全体职工

的齐心协力，公司仅用了两天就完成了整体

搬迁。”

“公司通过市场行为，与公交公司达成协

议，解决了职工上下班问题，但其他时间的出

行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和职工。”黄才凌说，

就在公司一筹莫展之际，工会助企解困工作

人员主动找上门，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 （下转第 3版）

重庆沙坪坝区工会干部下沉一线，把纾困服务直接高效送到企业

绘出“作战图”助企业“爬坡过坎”

本报记者 方大丰 王鑫

本报通讯员 黄金海 王修东

攸县米粉、醴陵炒粉……颇具株洲特色

的食品端上桌，湖南省株洲市委书记曹慧泉

开门见山说道：“今天来的都是创业或者一

线技能人才，年纪最大的文大师是 1975 年

的，另外最年轻的是 1994 年的，大家自由发

言，我们来听大家的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更

好地为创业者和技能人才做好服务。”

7 月 23 日，株洲市第 11 次政企“早餐会”

的开场白一如既往地简单明了。受邀赴会的

是 6 位创业者和技能人才，3 个小时过去，创

新创业、技能人才培养、企业发展、生活环境

营造……饭吃得有滋有味，天聊得推心置腹。

在湖南率先引入“早餐会”，株洲市的政

企“早餐会”每半个月一次，至今开了 11 次，

赴过“饭局”的企业家都感到，株洲的“早餐

会”是“新生事物”，也有实打实的“株洲味”。

“面对面”讲问题

株洲是新中国首批重点建设的 8 个工

业城市之一，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

了 30%，而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配置

资源的能力，2021 年株洲市民营经济增加值

增长 9.3%，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1.5 个百分点，

位居全省第一位。

今年是株洲的“市场主体培育年”。1 月

出台的《株洲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十条意见》提出，建立政企“早餐会”制度，由

市委书记、市长率相关市领导、负责人，邀请

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参加，围绕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面对面”讲问题、提意见，淡化

“开会”的色彩。

前 6 次“早餐会”均为民营企业家而开，

一改传统的开会、座谈方式，让很多民营企

业家出乎意料。然而，“早餐会”说是用餐，

聊的都是关乎企业发展的大事，让民营企业

家感受真切。

“这就来调研了呀？我都还没准备好。”

今年 2 月，参加首场“早餐会”后第 4 天，株洲

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龙红艳一早就接到

了有关单位要来调研的电话。“早餐会”上，龙

红艳谈到“传统百货遭遇发展瓶颈，株洲中心

商圈急需升级”，这个是困扰她多年的问题。

“早餐会”的高效令龙红艳有点惊讶，她充满

信心地进一步参与调研，起草相关方案。

畅渠道，解难题

“早餐会”让政企交流变得更加顺畅了，

也让不少企业家获得了更多。首场“早餐

会”上，6 名企业家提出的 13 个问题，在第二

次之前，已有 5 个完全解决到位、6 个正在解

决中，两个涉及全局的问题也由相关市领导

牵头研究解决。

截至 5 月底，参加“早餐会”的 126 位民

营 企 业 家 和 科 技 工 作 者 提 出 的 问 题 和 建

议，涉及市场开拓、援企稳岗、原材料供给、

品牌打造、本地配套、企业培育、电力保障、

减税降费、行业规范等，涵盖诸多共性和个

性问题。

把企业家请来，“议而不决”肯定是违背

了初衷。株洲各有关部门也切实感受到，

“早餐会”是一场高位推动的工作作风大转

变。每次“早餐会”后，问题清单当日就被整

理出来。隔天，市委书记、市长会分别做出

批示，明确负责落实的相关责任人、具体办

理期限等。 （下转第 3 版）

湖南省株洲市畅通政企沟通渠道，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早餐会”吃出“发展味”

7月 24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
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495秒后，问天实验
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
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
施以来的第24次飞行任务，发射的问天实验
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首个科学
实验舱。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
源舱组成，起飞重量约 23 吨，主要用于支持
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同时可作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
行管理。

后续，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与核
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舟十四号航天
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工作。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问天”踏上问天之路

本报讯 （记者田国垒 通讯员王汉民）

“完成攻关课题 6项，大幅降低设备故障率，提

升工作效率，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142.2万元。”

这是齐鲁石化橡胶厂张杰劳模创新工作室在

揭榜攻关活动中取得的“战绩”。

近年来，齐鲁石化充分发挥劳模创新创

效带动作用，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以劳

模领衔、群体创新为基础，创建并完善“区域

联合、行业联动”“上下游联动、多专业联合”

的劳模创新联盟模式，推动职工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

为扩大创新效应，吸引更多职工加入创

新团队，齐鲁石化各单位搭建了“厂级劳模创

新工作室+车间劳模创新工作室+技术组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创新班组”的四位一体创

新平台，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的创新

格局。

日前，中国石化集团公布首批示范性职

工创新工作室，以齐鲁石化炼油工艺高级专

家刘爱华和全国劳动模范、齐鲁石化胜利炼

油厂联合装置车间技术员于江涛命名的两个

劳模创新工作室入选。

刘爱华劳模创新工作室成功将硫黄装置

烟气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至 100毫克/立方米

以下，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排放标准。该项目

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成套技术，不仅

实现烟气达标排放，而且回收了硫资源，近 3
年累计新增利税 10亿元，节约装置投资 20.62
亿元，每年降低装置运行成本 3亿元以上。

据介绍，齐鲁石化公司 58 个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已有 7 个被命名为省部级示

范性职工创新工作室。去年共完成创新攻关

课题 283项，其中 3项创新成果获全国能源化

学地质系统优秀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42 项成果获得国家专利，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新动力。

齐鲁石化搭建四位一体创新平台

劳模工匠创新创效 激活企业发展动力

新华社北京7月 24日电 7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巴伊拉姆·贝加伊，祝贺他就任阿尔巴尼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近

年来，两国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平

台，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政策沟通，推进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取

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贝加伊总统一道

努力，深化两国各领域交往，巩固互利合作成果，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阿尔巴尼亚新任总统贝加伊致贺电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村容村貌不断改善，走上乡村振兴之路；生态治理成效显

著，“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聚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

面建设创新江西……10 年来，江西这片土地上，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江西通过实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战略，综合实力实

现大跨越。（下转第 3版）

江西实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战略，综合实力实现大跨越

接续奋斗，“赣”出新气象

本报讯 （记者张世光）“在你们

右手边龙救 1501 号船的甲板上就是

我们最美搜救团队。”随着黑龙江省水

上救援中心救援船舶管理科于洋的介

绍，救援队员们全体起立，喊出的口号

在松花江上回荡。日前，在松花江哈

尔滨江段一艘大船上，黑龙江省航务

事业发展中心、中国海员工会黑龙江

省委员会联合举行了“喜迎二十大，建

功新时代”黑龙江省航务系统先进事

迹宣讲会。

“打造这种‘沉浸式’场景，让大家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更加深刻

地感受劳模们的事迹。”中国海员工会

黑龙江省委员会主席杨巍告诉记者。

最近，“沉浸式”宣讲活动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黑龙江省各级工会开展的

活动中。“今天坐在了劳模们工作的大

船上，更加理解了他们的不容易，也更

加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黑龙江省

航务事业发展中心毛睿说。

今年 5 月，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召开，“大力发扬‘马恒昌小组’好

作风”被写入党代会的工作报告。马

恒昌小组好作风发源地齐齐哈尔市的

总工会在开展相关培训时，将马恒昌

小组工作车间和展览馆作为教学点，

让学员们实地感受到何为“喊破嗓子

不如干出样子”。

七台河市是短道速滑冠军的摇

篮，杨扬、王濛等都是从这里走向世

界，为我国获得了 8 块冬奥会金牌。

七台河市总工会充分挖掘冠军成长的

故事，让广大职工到冠军们学习训练

的地方，汲取奋进力量。

“一针针一线线，绣出一片新天

地。”悠扬的歌声从黑龙江省工会干部

学院的教室里传出，伴随着耳熟能详

的歌曲、诗词，3 名年轻教师共同串讲

的党史课正在进行。教室外的操场

上，五支队伍的学员在奋力奔跑，用一

个个小盆运水，把大水桶装满——这是在模拟铁人王进喜等

第一代大庆油田石油工人用饭盒等取水开动钻井的场景。

在黑龙江省总工会开展的全省万名职工思想政治引领课

程上，学院设计了富含多种元素的“党史”“铁人精神”宣讲课

程。“我们开设这种可以参与其中的课程，目的就是为了提高

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让学员愿意听、听得懂、融得进、

悟得透，更有效激发学员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真

正起到思想引领的作用。”黑龙江省工会干部学院主管教学的

副院长李华梅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黑龙江省各级工会将

推出 30余项系列迎庆活动。黑龙江省总要求突出职工主体，

采用“沉浸式”“互动式”等方式，让宣讲活动接地气“沾泥土”、

近职工“冒热气”，引领更多的职工群众立足岗位、矢志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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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7月 24日电 （记者张华迎 秦宏）第五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24 日在福州闭幕。本届峰会共签约数字

经济项目 565 个、总投资 2990 亿元，涵盖 5G、物联网、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卫星应用等领域，将有力推动我国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今年的峰会成果丰硕。国家网信办发布《数字中国发展

报告（2021 年）》，启动“2022 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

活动；生态环境部发布 30个“数字环保”典型案例。本届峰会

还精心制作“数字中国建设成就巡礼”专题展和专题片，全面

展示近五年来数字中国建设成就。

福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林端雄说，在继续设置数字经济、数

字丝路、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分论坛之外，本届峰会紧跟数

字中国建设前沿和热点领域，新增新技术、5G 应用及 6G 愿

景、跨越数字鸿沟、数据法治、数字人民币产业发展等 7 个分

论坛，主题更丰富、内容更全面、特色更鲜明。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成果丰硕

7月 24日，北京世园公园首届百合生态文化节上，游客
正在欣赏百合花。60个品种、204亩、400万株百合在世园公
园次第绽放。

长城脚下，妫水河畔，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精彩仍在延
续。如今，随着“世园”文化内涵的不断深入挖掘，“世园”已经
成为延庆文旅发展的一张“金名片”。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用好“世园”遗产 擦亮文旅发展“金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