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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近日，青岛

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动找到青岛崂山

区总工会，希望针对新招募的骑手开展一次

交通安全知识培训。随后，区总联合崂山交

警大队，为骑手们进行“面对面、点对点”的

交通安全常识专项培训。像这样企业“按需

点单”、政府“照单上菜”的服务已成为崂山

区工作常态。

去年以来，作为山东省首批“点菜单”式

改革试点区县之一，崂山区精准对接企业“点

单”和政府“上菜”供需两端，构建多向企业

“征点子”、多方论证“制单子”、多措并举“上

好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有效提高政策制

定的精准度、匹配度。

“我们只需要按照要求完成各类材料准

备和提报即可，减少了工作量。”青岛鸿裕吉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感慨道。该公

司想在 20 亩闲置土地上建设厂房扩大生产，

发现业务涉及多个部门，无法实现一次性办

理。崂山区按照行业主管原则，由区工信局

牵头各部门成立临时专班，派专人完成各职

能部门之间审批流程的衔接。

据悉，为广泛了解企业需求，崂山区畅通

线下发声、走访跑线、行业专线等多个“企意”

征集渠道，通过举办民营经济创意会，搭建民

营企业参政议政展示对接平台；主动下沉服

务力量，创建专班统筹、专项走访、专员联络

“三专包联”工作法；建立企业联络专班，建立

涉企联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问需于企、征策

于企。

（下转第 2版）

青岛崂山区建立“点菜单”式全链条政策服务体系

企业“按需点单” 政府“照单上菜”

本报记者 赖志凯

“遇到恶劣天气时，配送难度加大，路滑不

好骑行，我们希望平台在恶劣天气中的不满意

订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免责……”

美团（北京）望京一站骑手范文建说出了很多

骑手的心声。

“平台会根据恶劣天气对配送产生的实

际影响进行评估，实行不同程度的骑手违规

免责……”美团到家事业群法务总经理张岩

峰代表美团平台承诺。

“在用户下单时，订单显示的预计送达

时间，由之前的‘时间点’变为‘时间段’。

如 遇 商 品 超 重 、交 通 拥 堵 等 特 殊 情 况 时 ，

可否适当延长配送时间，为我们留出不少

于 8 分钟的弹性时间？”顺义北站赵凯强、

海淀区马连洼站魏亮等骑手也说出了自己

的诉求。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总工会职

工之家内，美团（北京）骑手恳谈会召开，来

自美团（北京）望京站、顺义北站、马连洼站、

昌平金隅站的外卖骑手代表，向美团平台企

业方代表提出送餐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外卖

骑手普遍关注的问题。企业方代表一一给

予回应。

此次骑手恳谈会，是在北京市总工会、朝

阳区总工会、东湖街道总工会的共同指导推

动下，在前期与美团平台充分沟通协调的基

础上召开的。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沟通协商，

骑手代表与美团平台企业方代表达成诸多

共识，形成了《美团（北京）骑手恳谈会会议

纪要》，在市、区、街道三级工会的共同见证

下，双方首席协商代表在《会议纪要》上签字

确认。

《会议纪要》形成了骑手“5.20”关爱计

划，包括权益维护、算法优化、温暖关爱、技

能提升、安全守护等 5 个专项行动，以及 20
条具体措施，将惠及全市 4 万名美团骑手。

其中，在优化算法措施方面，明确在用

户下单时，订单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由之

前的“时间点”变为“时间段”。在动态调整

配送时间中明确，如遇联系不上用户、商品

超重、恶劣天气、交通拥堵、社区入口封闭及

电梯等候时间过长等特殊情况时，可适当延

长配送时间，为骑手留出不少于 8 分钟的弹

性时间，保障骑手安全行驶。措施还明确对

在工作中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无交通违章

行为的骑手给予一定的奖励。（下转第 2 版）

美团（北京）骑手恳谈会明确 5个专项行动 20条措施

4 万骑手多了一份安心保障

9月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
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右）、蔡旭哲同时
在舱外操作的画面。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9 月
17日17时 47分，经过约5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密切协
同，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
陈冬、航天员蔡旭哲已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先后完成了舱外
助力手柄安装、载荷回路扩展泵组安装、舱外
救援验证等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进一步检
验了航天员与小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验
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和出舱活动相关支持
设备的功能性能。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
第二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感谢崇左

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在广

西崇左市职工律师团律师的协调帮

助下，不久前，华美纸业公司 270名职

工被拖欠 6 年之久的工资、经济补偿

等劳动债权 641 万余元得到全部清

偿。这得益于广西大力推行的“法

院+工会+人社+N”劳动争议多元化

解机制。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自治区总工会积极争取党委政府

支持，将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纳

入自治区党委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点项目，以“法

院+工会”为基础，联合人社等相关部

门出台意见，健全联动协调机制，汇聚

依法高效化解劳动争议纠纷、大力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工作合力。

2019年 12月，北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和北海市总工会正式挂牌成立广

西首个“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

作室。截至目前，共接受调解案件

411 件，调解成功 242 件，调解成功率

达到 58.88%。这一模式已在广西各

地推广。

南宁市创新成立广西第一家基层

“法院+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

站，在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成立广

西第一家新业态龙头企业劳动争议调

解委员会和工会律师服务点。

在柳州市，由市总工会、法院、人

社、司法等部门以及律师协会联合组

建的调解纠纷组织，高标准完成了实

体化建设，达到“四有”（有制度、有人

员、有经费、有场地）的多元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委员会有 11个。

百色市探索成立了“五员四方”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

心（五员：工会调解员、法律工作员、人社仲裁员、劳动协调员、

心理关爱员；四方：工会+法院+人社+司法），通过“五员四方”

联调模式，实现了劳动争议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调解目标。

如今，广西 14个市已推行“法院+工会+人社+N”多元化解

机制，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建立各有特色的劳动争议诉调机

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和组织共同参与的劳动

争议预防化解工作体系，构建起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新格局。

据统计，2021年以来，广西通过“法院+工会+人社+N”多

元化解机制，先后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2192 件，涉及职工

3052人，涉案金额 7070.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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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时斓娜）9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8 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数据显示，8 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

复发展态势，生产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多数指

标好于上月，主要指标总体改善。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回升，服务业持续恢复。8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比上月加快 0.4 个

百分点；环比增长 0.3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8%，比上月加快 1.2个百分点。

从消费、投资、进出口领域看，8月份市场销售恢复加快，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258亿元，同比增长 5.4%，比上月加快

2.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1～8月份，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367106 亿元，同比增长 5.8%，比 1～7 月份

加快 0.1 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1～8 月份，货物进

出口总额 273026亿元，同比增长 10.1%。

民生方面，8 月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基

本平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

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回

落 0.2 个百分点。1～8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898 万人；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9%。

8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多数指标好于上月，主要指标总体改善

9月17日，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进入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安葬地宫。

当日，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88名为国战斗牺牲在异国他乡的
志愿军英烈在祖国的大地上安息。 新华社记者 王乙杰 摄

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举行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于宏建

第一天的风景里，有北京清晨的风，努尔苏丹的午后暖

阳，撒马尔罕的夜幕灯火。

早上自北京起飞，落地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展开 3个多

小时的国事访问，旋即飞抵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习近平

主席结束当天最后一场活动，抵达下榻的地方，指针划过北京

时间 23时。

第二天、第三天，撒马尔罕的外交舞台上，对乌兹别克斯

坦进行国事访问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的紧张日程有序穿插，紧凑而丰富。

2022年 9月 14日－1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亚。

时间刻度，印记了大国外交的足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首次出访为何选择中亚，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为何挤

出时间出这趟远门，中国同中亚、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互动里

有何深意……时间，给出了回答。

首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出访

从“屏对屏”到“面对面”
14 日午后，努尔苏丹机场，阳光铺洒大地。托卡耶夫总

统沿红毯走向习近平主席专机。

有着中国学习经历的他，在机场见到习近平主席的那

一刻，用中文问候：“欢迎您到哈萨克斯坦来访问！”

（下转第 2版）

时间刻度里的大国外交
——记习近平主席在中亚的国事访问

新华社记者 刘华 郝薇薇

撒马尔罕，风云际会之地。

这座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中亚古城，曾

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连接起古代中国、

波斯和古印度，见证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

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盛时光。

2022 年仲秋之月，一架架专机在这里降

落，14 个国家的领导人从四面八方奔赴古

城。9 月 15 日至 16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撒马尔罕举

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上合大家庭”的首

次线下全员聚首，举世瞩目。

当地时间 14 日晚，习近平主席结束对哈

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抵达乌兹别

克斯坦撒马尔罕国际机场。

天际旷远，灯火璀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

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机场内当地民众欢快热烈的传统歌舞表

演、城市沿途整饬一新的宽阔路面、不远处刚

刚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一路走来，东道

主对远方贵宾的用心用情、对峰会成功举办

的热切期盼扑面而来。

此时的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

交织。步入第三个十年的上合组织将如何开

启新的征程，又将为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

发展事业贡献怎样的“上合力量”？

此时的中国，党的二十大召开在即，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新蓝图呼之欲出。这场元首外

交活动，将向世界释放哪些关于中国发展的

重要讯息，又将对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产生怎

样的深远影响？

出席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大小范围会谈并

发表重要讲话，同其他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

表峰会宣言，举行 10余场双边、三边活动……

撒马尔罕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各方密集

互动，提出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宣布一系列

重要务实举措，积极倡导共建亚欧大陆美好

家园、推动各方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

织命运共同体，彰显出一个矢志民族复兴的

东方大国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笃

定与担当。

一种精神，穿越时空

“实践表明，‘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

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更是上海合作组织

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过去我们践行

‘上海精神’取得巨大成功，未来我们还要秉

持‘上海精神’一路前行。”

16 日上午，撒马尔罕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会谈厅，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围桌

而坐，深刻阐述“上海精神”的意涵与价值。

会议中心外，艳阳高照，与会各成员国、

观察员国国旗和上合组织会旗迎着泽拉夫尚

河谷的劲风高高飘扬。

16 日上午 10 时许，峰会正式开始，习近

平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先后举行小范围会

谈、大范围会谈。会议由米尔济约耶夫总统

主持。

今年适逢上合组织宪章签署 20 周年，成

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5周年。自

2001 年上合组织诞生于上海黄浦江畔以来，

这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走过一段不

平凡的发展历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

“上海精神”犹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着上合

组织前进的方向。宪章、条约的签署，不断丰

富着“上海精神”的时代内涵。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五个坚持”全面

总结上合组织成长壮大的成功经验——坚持

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

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 （下转第 2版）

共 建 亚 欧 大 陆 美 好 家 园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