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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劲 本报通讯员 王泽民

“这本机车宝典非常珍贵，网上买二手书

价格还要翻一倍……”在金川集团物流公司

采访时，几位职工亮出一本工具书颇为自豪。

这本书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的《DF7C
型内燃机车故障综合分析与处理》，究竟有何

神奇之处，让大家视若“宝典”？

采访得知，书中竟然隐藏着一位身边工

友填补“行业空白”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杜晰，今年 49岁，是金川集

团物流公司机车检修班的一名机车验收员。

DF7C 型内燃机车由北京二七机车厂自主研

制，目前在国内各大工矿企业的专用铁路线

上广泛使用。地处甘肃河西走廊的金川集

团，是一家特大型有色冶金联合企业，每年有

千万吨的运输任务需要这台机车来运。由

此，一线工人杜晰和 DF7C 型内燃机车也有

了整整 20年的交情。

1995 年，从武警部队转业的杜晰来到金

川集团当工人，职工培训中心（夜校）给了他

学历提升的机会，学习机电专科后从此迷上

了各种电器的原理与维修。2002 年，金川集

团购入了第一台 DF7C 型内燃机车，在驾驶

机车的过程中，杜晰和同事们很快就被小故

障伤透脑筋，经常会为一些小问题，打电话到

2000公里外的厂家寻求帮助。

“当工人，只要有目标、肯攀登，任何设备

都能玩得转。”杜晰暗下决定，翻遍所有能搜

集到的技术资料，把每一次的故障问题和维

修过程记录在本上，此后的 15 年间日积月

累，有时一天短短一两条，有时又是画图又是

列表，会写满几页纸，就这样密密麻麻、圈圈

点点地记录了 18 本，居然超过 200 多万字。

为解决一些技术难题，他甚至连续数月挑灯

夜战。

几年来，在金川集团服役的 DF7C 型内

燃机车也增加到 21台，小故障、小问题出现的

更多，杜晰和工友们一边维修保养一边技术

革新，到 2017年陆续申请了 30多项实用新型

专利，其中“一种无线列车连锁保护装置的设

计和应用”在避免风压异常后列车失控方面

具有“显著进步”，还成功申请到国家发明专

利，他也从“列车小白”晋升为“机车大咖”。

2018年，又经过一年多的筛选编辑，杜晰整理

印制了一本“DF7C 型内燃机车故障处理”培

训手册，让身边的工友们如获至宝。

（下转第 3版）

金川集团一职工 15年写下 200万字维修笔记，并获国家专利——

一线工人写专著跨界填补“行业空白”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表示慰问。

习近平强调，近期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

以我个人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

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

中国和巴基斯坦长期以来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并肩应对自

然灾害等重大挑战。此次洪灾发生后，中国已第一时间作

出响应，将继续向巴方提供急需帮助，支持巴方开展救灾工

作。相信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灾区民众一

定能早日战胜洪灾、重建家园。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

夫致慰问电。

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灾

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致慰问电

本报讯 （记 者 赖 书 闻 通 讯 员 吴 菊）

“职工之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健身、学习、

休闲、交流平台，在工作之余放松放松，既

能锻炼身体又能劳逸结合。”近日，海南三

亚融通海棠湾 9 号度假酒店“职工之家”“青

年之家”揭牌仪式举行，酒店职工张涛告诉

记者。

不只是这个酒店，近年来，海南省三亚

市总工会扎实推进职工阵地建设，着重打

造实体阵地与网络阵地并重的职工服务体

系，在着力发挥职工活动中心、职工之家、

职工书屋、户外劳动者驿站等实体阵地服

务功能的同时，在“互联网+工会”方面持续

发力，整合工会内外资源，规范基层工会阵

地建设，拓展阵地建设新模式，统筹打造富

有三亚特色的服务职工阵地建设新体系，

不断提升工会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的能力

和水平。

按照“建家就是建单位、建家就是建机

制、建家就是建队伍”的工作理念，根据社会

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对基层工会工作的新要

求，三亚市总不断赋予“建家”活动以新内容，

拓展“建家”活动的新形式，在基层工会中走

从建会到规范再到“建家”的发展路子，把基

层工会建设的落脚点定格在建设职工之家

上，以加强服务职工为着力点，在继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不断加大

“建家”工作力度，有效提升基层工会规范化

水平，激发基层工会活力，让基层工会建起

来、转起来、活起来。

记者了解到，2021 年，三亚市总共安排

1300 万元专项资金，在各区、园区、产业工

会、直属基层工会合理规划布局建设 25 个职

工之家阵地，完成五年规划（50 个）建设的

48%。目前，三亚市共有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7
家，省模范职工之家 6 家，市级模范职工之家

85 家。

（上转第 3 版）

三亚：打造特色服务职工阵地建设新体系
本报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赖志凯）今天，北京市总工

会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延昆当选市总工会主席。北京市总工

会党组书记张良当选市总工会副主席。

北京市总工会十四届五次全委会召开
张延昆当选市总工会主席

新华社记者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

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培养造就一支强党兴党、

强国兴国的干部队伍。

公务员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是

人民的公仆。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事关整个干部队

伍建设成效，事关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基础、

执政地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战略高度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公务员工作作

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领导推动高素质专

业化公务员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推

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为

新时代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汇

聚磅礴力量。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确保正确政治
方向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

的根本性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

伍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各地区各部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公务员各类培训的主课、

必修课，作为公务员学习中心内容，教育引导

公务员自觉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

仰者、忠实实践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体公务员通过

不同形式系统接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广大公务员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

上新高度。公务员队伍中 600 多万名中共党

员全面接受精神洗礼，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通过举办读书班、轮训班，开展特色宣

讲、专题党课、主题党日活动，参观红色教育

基地等多种形式，打造学习阵地。

用好融媒体中心、“学习强国”等平台，用

好报刊杂志、广播影视、互联网等载体，增强

学习教育的实效性、时代感和感染力。

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党对公

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

公务员工作。

2018年 4月 20日上午，北京西长安街，一

场简朴而又隆重的国家公务员局挂牌仪式在

中央组织部机关举行，这标志着公务员管理

体制发生历史性变革。

（下转第 3版）

建设高素质人民公仆队伍 锻造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坚力量
——党的十九大以来公务员队伍建设工作综述

l

8月 29日，龙泉小学老师带领学生在校
园里的“方圆农场”学习种菜。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龙
泉小学学生上“开学第一课”劳动实践教育
课。新学期伊始，浙江省湖州市多所中小学
把清洁卫生、农业生产劳动、公益志愿服务等
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
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良好的劳动品
质以及基础的劳动技能。

根据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
准（2022年版）》。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劳动课
将正式升级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新课
标规定，劳动课程内容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
产劳动、服务性劳动3大类别，共设置10个任
务群。新学期伊始，许多地方都将劳动教育
纳入了“开学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劳动实践教育
开启“开学第一课”

据新华社北京8月 29日电 （记者李恒 顾天成）29 日，

记者在中国疾控中心召开的 2022 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

月核心信息发布与解读会上获悉，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自

2007 年启动以来，在各地积极推动下，目前已覆盖超过全国

96%的县区，建成 12类健康支持性环境 8万余个，招募和培训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80 万余人次，“迈开腿，管住嘴”理念深

入人心。

据介绍，2022 年 9 月 1 日是第 16 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发布与解

读会现场向公众发布了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健”宣传核心信息，其中，“三减”聚焦

于倡导口味清淡，“三健”聚焦于全生命周期关注。

据介绍，“三减三健”理念提出和落地实施是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贡献，已成为我国慢

性病防控和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的重要抓手。开展系列活动

旨在引导全社会共同关注健康生活方式，倡导每个人做自

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

目前全国已超过 96%县区
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新华社记者 罗沙 任沁沁 齐琪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

社会主义的生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

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重大理念，为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发展提供指引和遵循。全过程

人民民主在中华大地展示出勃勃生

机和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新画卷徐徐铺展……

举旗定向，不断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

2021 年冬日的一天，上海市长

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基

层体育工作者、运动员、高校老师等

围坐在一起，就体育法修订草案积

极发表意见。

作 为 汇 聚 民 意 民 智 的“ 直 通

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

基层立法联系点截至 2022年 7月已

达到 22 个，覆盖全国三分之二省

份。来自基层的意见，被原汁原味

地直接反馈到最高立法机关，这正

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写照。

2019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虹桥街道，同正在参加立法

意见征询的社区居民代表亲切交

流，明确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

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民主，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

重要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

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和必由之路。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

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

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

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

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

主义民主。”

2021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的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释全过程人民民

主重大理念和实践，对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重大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

道路决定命运，旗帜引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识

更加深刻、路径更加清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加注

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保证

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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