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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英 通讯
员 唐敖 周飞）10 月 17 日，记
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今年4
至8月，该局在全区开展了2020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
级评价工作，进一步推动企业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
激励、自我发展的劳动保障长
效管理机制，树立企业诚实守
信的社会形象。

据悉，此次诚信等级评价通
过网上审查和线下评审的方式
开展，对全区309家企业进行了
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划分，其
中A级企业42家，B级企业267
家，无C级企业。被评为A级的
企业将纳入诚信企业名单，在政

府采购、工程招投标、财政资金
补助、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给
予守信联合激励；被评为B级的
企业将增加劳动保障监察日常
巡视检查频次；被评为C级的企
业，将列入劳动保障监察重点对
象，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视
检查，实行动态监控，对失信行
为推送给财政、税务、城乡建设、
市场监管、人民银行、工会等相
关单位部门，实施联合惩戒并向
社会进行公布。

此次诚信等级评价进一步
完善了劳动保障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有力地推进了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区开展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

劳模是什么？
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

的功臣。
劳模精神是什么？
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

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在2020年11月24日举行的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精辟概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的深刻内涵，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
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强调要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不变的奋斗底色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
在我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就

涌现出了一批批“劳动英雄”，“边区工人”
赵占魁穿着湿棉袄在高达 2000 摄氏度的
熔炉前工作，终日汗流浃背，从不叫苦叫
累；新中国成立后，当家做主的中国工人阶
级为党分忧、为国解难，全力投身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洪流，大庆“铁人”王进喜立下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的铮铮誓言；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劳动模范
勇立时代潮头，开拓进取，产业工人许振超
先后 6 次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创下
令世界惊叹的“振超效率”；党的十八大开
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越来越多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而奋斗，“金手天焊”高
凤林先后为90多发火箭焊接过“心脏”，先
后攻克航天焊接 200 多项难关，成为航天航空领域“大国工
匠”……

在劳模身上，体现了一以贯之强烈的主人翁事业心和责任感，
勇攀高峰的坚定志向和坚韧品格，崇尚劳动、恪尽职守的高尚情操。

1950年至今，我国先后召开16次表彰大会，表彰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超过3万人次。
在全国劳模、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肖明清看
来，“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是以劳模为代
表的劳动者应该始终秉持的初心。

工作近30年，肖明清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带领团队研究和设计了从“万里长江第一隧”武汉长江
隧道到“世界首座高铁水下盾构隧道”广深港高铁狮子洋隧道等60
多座大型水底隧道，多座隧道创造了全国乃至世界之最。
时代在变，奋斗的底色永远不变。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不变的奋斗情怀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2013年前，我国2000吨以上的大型履带起重机全部依赖进口，

价格、售后服务等受制于人。造出中国自己的“超级起重机”，是徐
工集团高级工程师孙丽的梦想。

2013年，经过孙丽和团队的大力攻关，4000吨级履带起重机在
山东烟台成功完成“首秀”，实现了我国在超大吨位履带式起重机研
发制造领域的突破。该设备创造性地采用模块化、集成化设计，多
项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为了这个梦想，我们奋斗了整整23年。”孙丽说。
创新，正是劳模精神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

“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
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2020年11月24日，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劳动者发出号召。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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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杰 摄影报道）深秋
时节，天气渐凉。10月17日，位于涪江
畔的合川城区饮用水第二水源水厂的重
要项目——渭沱提水泵站工地上却是一
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们正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目前，提水泵站主体已完成
工程量的60%，有望年底建成投用。

据了解，合川城区现有两座水厂，均
取水自嘉陵江水系，属单一水源供水，是
重庆 14 个无备用水源区县城市之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经济社
会的发展，城区供水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供需矛盾也日显突出、逐年增大，特别是
在高温高峰期，城市市政管网末端和部
分高区出现了缺水欠压等情况，新建饮
用水第二水源水厂迫在眉捷。

为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缓解供需矛
盾，2020年，区政府制定了备用水源整
改方案，审议通过并决定由合川自来水
公司建设运营合川城区饮用水第二水
源水厂，授予其供水特许经营权。在获
得区政府特许经营权和项目立项后，合
川自来水公司按照基建项目建设程序，
启动了2020年市级重大项目和区级重
点建设项目——合川城区饮用水第二
水源水厂建设。

渭沱提水泵站作为合川城区饮用水
第二水源水厂的重要项目，是渝西水资
源配置北片供水工程中最重要的供水工

程之一，该提水泵站位于渭沱镇凉水村
南溪口，紧临涪江边。由取水头部、引水
管、取水泵房、变配电间、管理楼等组成，
泵房内布置3台卧式离心泵，设计扬程
75米，装机容量3360千瓦，日供水量19
万立方米。

据重庆市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部副经理王兵介绍，渭沱提水泵站
于今年3月28日正式开工建设，在克服
泵站基坑空间狭小出渣困难、基岩坚硬、
汛期多雨、大型设备无法发挥优势等重
重困难后，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项
目正加快推进。目前，渭沱提水泵站已
完成土石方开挖9万多方，主体已完成

工程量的60%，有望年底建成投用。
渭沱提水泵站建成后，合川城区饮

用水第二水源水厂也将随之投用，届时，
通过区域组网，嘉陵江、涪江互为备用水
源，将有效解决城区部分地区供水不足
的情况，全面提升城区供水安全保障能
力，让群众喝上更优质的“安全水”。

合川城区饮用水第二水源水厂
渭沱提水泵站有望年底投用

本报讯 （通讯员 邹敏） 为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通联系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参保群众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区医
保局驻区人民医院服务站已于近日建
成投用。

此前，群众在医院住院后，办理医
保结算只能到区行政大厅办理，来来回
回两头跑十分耽误时间精力。如今，区
医保局驻区人民医院服务站投用后，群

众办理医保相关业务方便了很多。
据了解，区医保局驻区人民医院

服务站可提供：医保政策咨询和宣传
解答、参保人缴费状态和就医信息查
询、异地就医参保人相关信息 （医院
联网和备案状态） 查询、新生儿参
保、跨区三级医院就医备案、转市外
异地就医备案、退费反结算处理、参
保人个人账户关联、参保人身份变更

后 （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身份变更）
相应的待遇开通、特病资料受理等服
务，切切实实为群众提供了便利。

下一步，区医保局将进一步加强
对该服务站的管理，注重收集实际运
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
解决措施，从而更好发挥服务站的

“前哨”“联动”“造血”和“试点性”
作用。

区医保局驻区人民医院服务站正式投用

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10月14日，
区委宣讲团成员、区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周立友前往肖家镇，作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报
告。周立友要求，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合
川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周立友说，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视野宏阔、

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意境深远，是一篇
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光辉文献，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政治宣言，是牢记初心使命、开
创美好未来的时代答卷，是科学指引我
们党、国家、民族开创千秋伟业的行动
纲领。

周立友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
认识、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的重大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政治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讲话精神上来，不断提升工作质量，推
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提出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增强
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把
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
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史，担

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继
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奋力推动合川高
质量发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讲话精神上来，深入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不断提高工作能力，更加奋发
有为地做好各项工作，在新的征程上奋
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肖家镇全体机关干部职工、村（社区）
干部、驻镇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参加。

周立友在肖家镇作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报告时要求

深刻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

本报讯（记者 任洋 通讯员 刘师
齐）10月15日，由区发展改革委牵头的
合川区2021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
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区体育馆广场举行，
号召市民重视粮食安全，发扬勤俭节约
传统美德，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树
立居安思危意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上。

当天，工作人员一边为市民发放

《节粮爱粮倡议书》等资料，一边为大家
讲解粮食安全相关知识，吸引了不少市
民驻足。据了解，今年 10 月 16 日是第
41个世界粮食日，主题为“行动造就未
来。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
好生活。”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
安全宣传周，主题是“发展粮食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我区在粮食生产、储备、流

通、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
发力，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安全质量显
著提升，特别是在落实粮食安全首长
责任制工作中，连续四年获得全市优
秀等次。

“活动旨在呼吁市民做勤俭节约的
践行者，从我做起，坚决杜绝餐饮浪费；
争当光盘行动的示范者，推己及人，互
相提醒，成为节约粮食的宣传者；扛稳

粮 食 安 全 重 任 、守 住 管 好 合 川‘ 粮
仓’”。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活动周期间，已开展了现场咨询、主
题展览、展示优质粮食特色产品推介等
系列活动，向广大市民宣传普及粮食安
全方面的知识和政策法规，进行爱粮节
粮宣教，提高群众爱粮节粮意识，倡导
科学健康消费理念，走进社区、到企业
发放节粮减损知识小册5000余份。

合川区2021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举行

发展粮食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渭沱提水泵站施工现场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