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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战高温比奉献
“数”说酷暑下的坚守

本报讯 记者阮向民报道
学深悟透守初心，真抓实干担
使命。连日来，嘉兴市各级劳
模工匠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进一步增强学
思想、悟思想、用思想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大家表示，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红船精
神”，积极投身“枢纽嘉兴”“创
新嘉兴”“品质嘉兴”“开放嘉
兴”四大会战，奋力打造“重要
窗口”中的“最精彩板块”。

“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
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
让全国劳模、“浙江工匠”，浙江
欣兴工具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工会主席姚红飞倍感振奋。“我
在民营企业技术岗位工作了将
近30年，真切体会到企业发展犹
如闯关，前行的每一步都是在突
破技术瓶颈中实现的。”他表示，
创新永无止境，作为一名劳模工
匠，要时刻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为推动行业技术自主创新、
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海宁市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张少民表示，总书
记强调，“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显著
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对于
基层企业来说，就是要持续推进
技术创新，当前企业正积极实施
转型升级，通过机器换人，提升

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高生产
效率、产品品质，用实际行动投
身“创新嘉兴”大会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
重要内容，“人民群众对我们拥
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
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
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习
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谆谆教
诲让省劳模、平湖市公安局林埭
派出所副教导员丁秋美深受鼓
舞。丁秋美从警10年，先后推
出了“移动警务室”“周五集约代
办”等服务品牌，是“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基层践行者。她表
示，要进一步发挥劳模引领作
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急最忧
最盼的突出问题，努力提升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永远把人民的安危冷暖
放在心上”，全国劳模、嘉兴市
褚大姐甜瓜专业合作社社长褚
富宝说，人民永远是总书记心
中最深的牵挂。“作为一名在红
船旁成长起来的农业劳模，一
路走来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一
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强烈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不仅自己的事
业要做好，还要用行动去帮助
和影响带动更多的人。”褚富宝
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一字一句提醒着自己，不
忘过去，坚守初心，把这份对土
地的热爱、对农民的热爱，坚持
下去、传承下去。

通讯员戴飞飞、周宇 记者张
浩呈报道 在宁波镇海公交一线

上有这样一支公交亭维修保洁队，
他们头顶骄阳在大街小巷巡查，及
时更新、清洁和维修公交站台。尽
管酷暑难熬，衣服湿了一轮又一
轮，但他们仍坚守工作岗位，每天
维护着镇海区内580余个公交站
台干净整洁，只为给酷暑候车的乘
客送去一份“清凉”。

50℃的公交顶棚

上午10点，烈日似火，晒在身
上一阵灼疼，在户外只需待上短短
的几分钟，身上的衣服就会湿透，
但王能军已身着长袖工作服、绿色
反光背心工作了4小时。

今年51岁的王能军，是公交
亭维修保洁队维修组的组长，他不
仅是一名专业的修理工，也是一名
敬业的公交站台“美容师”，因为常
年日晒雨淋，他的脸和手臂呈现出
古铜色。

“夏季最怕的就是维修公交亭
顶棚，通常一干就是好几小时，一
天下来，衣服干了湿、湿了再干，汗
水与灰尘混合在一起，辛苦程度难
以言说。”在高温下，王能军已经汗
流浃背。此时，他临时接到任务，
巡查队员发现骆慈线上的黄杨村
公交站顶棚破损，需要他们小组立
即前去维修。王能军匆匆喝了一
口水后，立即赶往站点。

来到站点后，王能军和徒弟费
叶立即戴上安全装备，爬到公交顶
棚上，开始拆卸顶棚压条，此时，经
过太阳的持续炙烤，顶棚上的温度高
达50℃。烫得不得了。为防止烫伤，

王能军戴上手套，小心地把破损顶
棚板拿掉，再把新的顶棚板一块块细
心装上，最后固定好每块板的螺栓。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是非
常耗时。“有时候螺栓锈住了很难
拆卸下来，要喷除锈剂，碰到里面
管子腐蚀了，实在弄不下来就得用
切割机处理，再把新的焊接上去，
那样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了。”王能
军一边小心地拆卸，一边解释，豆
大的汗珠从他沾满灰尘的脸上往
下掉，身上的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
透，由浅褐色变成了深褐色。在烈
日暴晒下，连续干了3个多小时，
终于把所有顶棚更新完毕，下来后
的王能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天用掉1500升的水”

“牛皮癣广告比较难去除，而
且对市容市貌影响比较大，是我们
关注的重点。”李全康是保洁组的小
队长，他介绍，除了维修以外，清洁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让队员
们最头疼的就是公交站台上形形色
色的小广告“牛皮癣”，有时前脚刚
清理完，后脚就有人又贴上了。

在现场，李全康用湿抹布将公
交站牌上贴着的小广告弄湿，用小

铲子将小广告铲下，碰到“顽固”
的，要反反复复多铲几下。李全康
介绍，一般完成一个站台的清理工
作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要是碰
上小广告，清理时间就要拉长到半
小时到一个多小时。

看似简单却需要更多的耐心
与坚持。为保持站台的干净，他们
每清理一个地方，都会专门派出一
名人员维护。

为了清洗方便，他们还带着一
个洗车用的压力喷壶，即使一人多
高的公交站栏杆都能照顾到，喷
淋、擦拭后，栏杆立即显得新亮。

“像这种高温天气，我们车上都会
带四五桶水，一天下来大概会用掉
1500升的水”，李全康笑着说道。

“每周至少安排三次以上，像
这样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工作量
并没有减少，一般会避开高温，早
上五六点出发，十点左右回去，下
午三点再排一次，到五点结束，有
时候干不完就加班。”

像王能军、李全康这样负责公
交亭维修和保洁的人员，在镇海公
交有10名，正是他们的坚守，保证
了乘客有个舒心的候车环境，也为
烈日下候车的乘客送去了“清凉”。

10人维护580个公交站台

只为烈日下送去一份“清凉” 学深悟透守初心
真抓实干担使命

嘉兴劳模工匠畅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体会

20岁的省科技活动周

解锁科技战疫
创新强国黑科技

90后队员费叶满头大汗正在给公交顶棚喷漆。

本报讯 记者程雪报道 8月
23日至29日，以“科技战疫 创新
强国”为主题的2020年浙江省科
技活动周在全省范围内同步举
办，宣传科学技术对战胜疫情的
重要支撑作用和防疫抗疫系列成
果，展示科技创新对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第一届以“科技在我身边”
为主题的中国首届“科技活动周”
开幕迄今，我省科技活动周已连
续举办20届，展示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最新科技成
果。让科技走近公众，让科技贴
近生活。

今年科技活动周采用“启动
式+分会场”的组织形式。在23
日晚举行的2020年浙江省暨杭
州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的主场展
览中，有科技战疫成效区、科技创
新成就区、美好生活体验区、科技
消费区4个现场展示板块，多维
度、多途径展示科技最新成果。

其中，科技战疫成效区备受
瞩目：从药物、疫苗、溯源、传播途
径、动物模型等科研攻关新进展，
到呼吸机、负压救护车等疫情防
控新技术新装备；从科普工作在
普及抗疫知识方法、助力复工复
产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到科
技战疫的先进典型……生动重现

了政府和企业在抗疫中做出的努
力，以及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的决心。

主场展览中共邀请了40余
家科技企业参展，涵盖了智能制
造、防疫设备、艺术家居、海洋工
业、素质教育等领域。奥的斯机
电电梯有限公司带来了钢结构一
体化加装电梯方案，将组装好的
电梯整体加装到房子内，这类电
梯占用空间更少，且工期短，缓解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空间不足、施
工噪音影响居民生活等问题。目
前，该方案已经应用于杭州200
多个单元、约80个小区。

杭州码客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展出了“气味电影”，观影时，
通过数字气味播放器释放和电
影情节相关的气味，来提升观影
体验。据了解，该企业已经研发
出 3000 多种气味，与 125 家影
院合作推出气味电影。

“这是防疲劳驾驶系统。”在
浙江省发明协会少年科创专业委
员会的展位里，中学生胡宇浩一
边展示，一边讲解说，这套系统可
以通过识别面部表情判断司机的
疲劳程度。展位里还有FLL智能
机器人工程挑战项目等我省中小
学生科技创新成果，汇集了孩子
们对科技创新的奇思妙想。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蓝
天白云，绿水青山，海风徐徐。
日前，我省全民健身运动汇（普
陀站）在海岛火热上演，来自全
省各地的400余名选手在“海天
一线”间感受运动的快乐。

“欢乐大家庭”“以退为进”

“全民奔小康”等一个个新颖的
比赛环节，将竞技体育更快、更
高、更强与海岛渔民的捕鱼、插
秧、收网等生存技能有机融合，
让参赛选手通过体育的形式领
略海岛风情。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省文

化与旅游厅、省生态环保厅、省
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旨在号召
人们一起投入绿水青山的怀抱，
用生态运动的方式，充分展示最
美浙江的精神风貌、最美浙江人
的健将风采。据悉，赛事还将在
景宁、温岭、长兴等地陆续上演。

赴一场“运动赶海”大戏

满载“鱼获”，奔向我们的小康生活。通讯员陈璐瑶 摄

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原绍兴第一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曹芝隆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8月
22日上午10时50分逝世，享年65岁。

曹芝隆，男，1955年出生，浙江绍兴人，高级工程师，
绍兴第一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1999年被评为
浙江省劳动模范，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对曹芝隆同志的逝世，中华全国总工会、浙江省总工
会、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表示深切哀悼。

浙江省总工会
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
2020年8月24日

1956年全国劳动模范、原杭州通用机器厂工段长、
杭州制氧机厂研究所副所长孙竟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0年8月24日凌晨3时30分逝世，享年89岁。

孙竟成，男，1932年出生，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
1946年参加工作，曾任杭州通用机器厂工段长、杭州制
氧机厂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工程师职称。1954年被评
为浙江省工业劳动模范。1956年被评为浙江省先进生
产者、全国机械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全国先进生产者。

对孙竟成同志的逝世，中华全国总工会、浙江省总工
会、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表示深切哀悼。

浙江省总工会
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
2020年8月24日

全国劳动模范曹芝隆同志逝世

全国劳动模范孙竟成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程雪报道 今
年第 8 号台风“巴威”于24日2
时加强为台风，预计“巴威”将向
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舟山市东
部海域靠近，25日下午距离舟山
市偏东方向最近260公里左右，
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台
风级。

“巴威”对我省最主要的影
响就是海上大风。预计24日
至25日东海海域平均风力9～
11级，阵风11～13级；台风中
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平均风力
12～14级，阵风14～16级。浙
江北部沿海海面24日夜里到
26日平均风力逐渐增强到8～

9级，阵风10～11级，26日下午
减弱到6～7 级，阵风8级；南部
沿海海面25日夜里到26日平
均风力7级，阵风8～9级。海
上需注意防范大风的不利影
响，过往船只注意及时避风。

今天出伏，虽然天气依然
炎热，但这两天热力已经没那
么猛烈了，而且消失多日的午
后雷阵雨也多了起来，降温的
信号越来越明显。26日受到

“巴威”后部偏北气流影响，全
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
高温度回落，本周中后期我省
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8日高温
基本缓解。

“巴威”来了
本周中后期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本报讯 通讯员邹雯雯报
道 本土温商和在外温商正在悄
然打造上市矩阵，温州资本积蓄
的上市动能开始释放，资本市场
捷报频传。8月1日至今短短1个
月时间不到，4家温商企业成功上
市，刷新了温商企业上市速度，发
出资本市场上的“温州声音”。

迈入8月，两家温州本土企
业——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敲响上海
证券交易所里的上市锣。随后，
在外温商企业均瑶集团旗下的
均瑶饮品成功登陆上交所；同一
天，由乐清温商创办的南亚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
科创板，成为首家在科创板上市
的温商企业。

内外温商密集上市并非偶
然，其背后是温州主抓企业上市
工作带来的新成效。来自温州市
金融办的数据，今年温州新增报

会企业5家；新增过会企业5家，
其中3家已成功上市；报辅导备案
企业8家。这几项指标在全省的
排名靠前，创下了温州历史同期
最好成绩。

“温州板块不仅要弥补数量
上的短板，还要在质量上更上层
楼。”业内人士分析，从温州上市
企业分布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占
大头，而且领域多集中在传统服
饰以及低电压领域。不过近几
年，“温州板块”的行业领域正在
不断拓展。温州上市公司有了
汽摩配第一股、医药业第一股、
教育第一股，并且以各种细分领
域第一股的姿态填补A股空白。

一家上市领头雁带动一条
产业链。从温州正泰、森马等上
市公司的发展轨迹来看，上市让
企业拥有足量的资金和资本市
场工具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有效
提升产业链的高度。今年 6月
成功在创业板上市的力诺股份，

近十年的上市之路让公司规模
翻了5倍，成为控制阀门行业的

“龙头”。
一家企业旗下的好几家子

公司上市，是温商企业上市的另
一个特点。刚拿到 IPO批文的
上海华峰铝业是温州企业华峰
集团的第三家上市公司，华峰集
团也因此成为温州本土拥有上
市公司最多的企业集团。奥康
集团王振滔实控的康华生物 6
月 16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他
创办的奥康国际是温州老牌的
上市公司。加上刚上市的均瑶
饮品，均瑶集团已经拥有4家上
市公司，成为在外温商中拥有上
市公司最多的企业集团。

“温州板块”的后劲十足。
温州市金融办人士介绍，目前温
州上市公司累计35家，拟上市
企业223家。今年是我省“凤凰
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温州将
争取在全省位次再上移一位。

8 月 23 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
主 题 为“ 浪 漫 相 遇 、爱 在 七 夕 ”
2020 年“浙工缘”青年职工交友联
谊活动在宁波鄞州东柳街道石浦
大酒店举行，100 名单身男女青年
职工齐聚一堂，开启一场美丽的
邂逅。 通讯员翁晓东 摄

浪漫相遇 爱在七夕

1个月内4家温商企业上市

“温州声音”
叫响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