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
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
见。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
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

◆国资委 27条举措助力中小企业纾困
解难。

◆全国检察机关 2021年起诉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6万余人。 （据新华社5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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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王优玲）
记者24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

住房公积金，到期后进行补缴。在此期间，缴

存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

受缓缴影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近

日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

的通知》。通知提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缴存人，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

作逾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各地根据当地房租水平和合理租住面

积，可提高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支持缴

存人按需提取，更好地满足缴存人支付房租

的实际需要。

通知提出，上述支持政策实施时限暂定

至 2022年 12月 31日。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要通过综合服务平台等渠道，实现更多

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保障疫情期间

住房公积金服务平稳运行。

三部门：受疫情影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在安徽海螺川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身穿工作服、手

提焊条筒的汪芳青总是出现在各个作业现场。伴随着刺

耳的噪音和飞溅的火花，身为铆焊工的他承担起公司各

项急难险重的焊接任务。从业 19年，汪芳青以精益求精

的态度，从一名电焊学徒成长为高级技师。如今，他是

“芜湖市技术状元”，是芜湖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日前还获评安徽工匠 2021年度人物。

自 2003年起，汪芳青开始从事焊接工作。因为发自

内心的喜欢，他学东西要比别人快得多。就拿入门来说，

很多刚接触电焊的人，为了彻底分清铁液与熔渣，需要半

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只用了两个月。“没啥好办法，就死盯

着它们看，渐渐地就会发现铁液的红为鲜红，顺着焊条

跑，熔渣的红偏暗，逆着焊条跑。”汪芳青表示，想要出精

品，就得沉到底，就得琢磨。

2008年，36岁的汪芳青进入海螺川崎公司。他每天

早早地来到施工现场，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为了焊好

每一个焊口，在不同的位置，他变换各种姿势，遇到焊接

的管道处于较低位置的时候，干脆就躺在地上。焊接时

的火花溅在了脸上，或是掉进袖口里、领口里，汪芳青不

仅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反倒略带自豪地说：“别看我胳膊

上这一个个被烫伤的小圆点不太美观，它们都是我焊接

路上的‘见证者’！”

电焊工作看似简单，想要做好十分不易。如何才能拥

有高超技艺？怎么才能不断攻克难关？汪芳青给出的答

案就一个字：“练！”

为了练手稳，他连续 6个月每天拿着五六斤重的焊枪

超十个小时；为了寻找最佳焊接方式，他在设备旁一呆就

是三四个钟头，导致四月天里差点中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汪芳青把基本功练成了绝活。单面

焊双面成型是他的“拿手好戏”：将两个直径 10cm、壁厚

2mm 的管道几近完美地焊接在一起，焊缝与壁厚同

等。“焊枪进入不了直径 10cm 的管道内部，所以只能一

面焊接，采用特殊的操作方法让背面也能焊透。”汪芳青

告诉记者，“每次我连大气都不敢喘，有时焊多久就得保

持一个姿势多久。”

在海螺川崎公司的 14 年里，据不完全统计，汪芳青

焊接板材万块以上，从来没有一次返工。因为具备高超

技艺，但凡有难度的焊接工作，领导都会交由他来完成。

“这既是荣幸，也是挑战，”汪芳青说，“不过，既然挑战来

了，我就得迎难而上。”

2010 年 4 月，新型水泥粉磨设备辊压机的图纸交

到了汪芳青的手上。这个价值千万余元的大型设备

具有数千吨的承载力，焊接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缺陷，一

个气孔、一个裂纹的出现，轻则影响产能，重则造成安

全事故。可是，大型工件因焊接电流大，焊接时极易

出现焊渣、气孔、弧坑、咬边等缺陷。为此，汪芳青利

用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来研究、揣摩与之相匹配的焊

接工艺。实际操作过程中，面对辊压机上一个约 15
块板材组成的横梁，他耗费了整整一周才完成，仅焊

丝就使用了 13200 米。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

城市开始推广地铁工程，盾构机的制造需求飙升。因

为盾构机对于精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在其制造过程

中，焊接工艺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焊接应力导致的焊

接变形，会带来机件每年近百万元的修复费用，甚至会

引起机械报废。”汪芳青介绍说，盾构机由刀盘、前盾、

中盾、尾盾、管片安装机、后配套车桥等部分组成，在

隧道掘进过程中，直接与土体相互作用的刀盘刀具是

最容易受到损害的部件，因此，装载刀盘的舱壁焊接工

艺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接到这项工程的汪芳青，开始着手学习最难的一级

焊缝技术。他积极钻研一级焊缝理论知识，熟练掌握了

难度大的熔透焊、角焊缝、立焊等,并将扎实的专业理论

功底运用到盾构机的舱壁焊接中。2018年底，通过不懈

的努力，汪芳青逐渐成为海螺川崎公司盾构机舱壁焊接

项目第一人。随后，他又带领班组成员屡次圆满完成该

任务，将盾构机最重要的舱壁机件焊接从原先的合格标

准提升到超越机件标准，为海螺川崎公司的盾构机制造

项目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艰苦不难受，难受的是技

术上的瓶颈不能突破。”汪芳青

说，他最怕的就是苦了、累了却

没有任何进步。在他眼里，哪

怕一条焊缝都能体现出焊接艺

术，他向往着自己所焊接的每

一件产品都能成为工艺品。

（本报记者 夏梦）

汪芳青：焊花飞舞铸匠心

日前，芜湖市第四十八场
“畅聊早餐会”举行，全国劳动
模范、芜湖传云绿色果品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传云，安
徽工匠2021年度人物、2022
年全国“最美职工”、奇瑞公司
汽车装调工、高级技师王学
勇，公安英模、安徽省职工职业道德标兵、镜湖交警大队二中
队中队长袁中才受邀参加，劳模工匠首次成为该市“畅聊早
餐会”的主宾。

近年来，不少地方纷纷以“早餐会”“茶座”“咖吧”“沙龙”
等创新形式，搭建领导干部与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交流的平
台，以改进工作作风、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密切党群鱼水关
系、构建政商亲清关系，促进一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和肯定。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受邀的社会各界人士中，常有劳模
工匠的身影出现。据芜湖市有关部门介绍，在已举办的48
场“早餐会”受邀的272名社会各界人士中，有劳模企业家、
劳模（工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线英模（工匠）等10余
人，本次“早餐会”发布的参会人员合影新闻图片中，安徽工
匠2021年度人物王学勇更是站在了“C位”，成为“早餐会”的
一抹亮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劳模工匠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关注和推崇，越来
越多地“出场”“出镜”成为主角主宾，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劳动光荣、创造伟大已经成为新时
代的最强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劳模、关爱劳模，贯彻好尊重劳动、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完善劳模政策，提升劳模地
位，落实劳模待遇，推动更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竞相涌
现。期待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各种平台更多地听取劳模工
匠的意见建议，以更好地做好“一改两为”工作，更好地发挥
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

让劳模工匠成为“座上宾”
□艾工

本报讯 “因疫情实行静态管理，

公司 3条生产线全部停产，每天损失近

300万元。今天收到 9.7万元的留工培

训补助，相比我们的损失不算多，但也是

雪中送炭。感谢政府对我们小微企业的

关心和帮助！”5月19日，安徽超隆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杰对天长市人社

局回访留工培训补助发放情况的工作人

员说。

为缓解疫情影响，助力企业渡过

难关、留住岗位，确保企业生产有序，

稳定就业形势，不久前，安徽省出台了

《关于落实援企稳岗有关政策的通

知》。政策规定：2022年因疫情防控实

施静态管理 7日以上的县（市、区），可

对因受疫情防控停产停业的中小微企

业，依据企业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

按每人 500元标准直接向企业发放补

助，同一企业只能享受一次，所需资金

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

天长市积极落实留工培训补助发

放工作，受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

生产经营的属地中小微企业都可享受

此项政策，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

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

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纳入实

施。为了最大程度便民惠民，该补助资

金发放采取“免报直发”的方式，不需要

企业提供相关材料。

天长市自 4月 11日至 4月 22日实

施疫情防控静态管理。据统计，该市符合留工培训补助发放

条件人数 39656人，惠及 1982家企业、个体工商户 19家，补

助资金1982.8万元。截至目前，第一批留工培训补助已发放

109家企业，到位补助资金185.3万元，后续发放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中。 （李炳旺 缪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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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合肥市总工会举办“学劳模工匠 领

普惠好礼”网上活动，上线仅 2 个小时就吸引 16.8 万人

次打卡学习，在全市职工中掀起学习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热潮。

活动期间，工会会员只需登录“合肥工会网上聚惠平

台”微信小程序，打卡“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

匠精神”阅读有礼专栏，并参与积分专区-学习有礼“劳动

最光荣”答题活动，即可获得专项积分。使用积分可在“积

分工园”兑换超市、公交、话费等电子券。

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在广大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

短短 2个小时即有 16.8万人次参与到学习中来，活动更带

动近千名职工网上申请加入工会、参与到活动中来，在全

市营造了崇尚劳模工匠、礼赞奋斗拼搏、关心关爱劳动者

的浓厚社会氛围。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聚焦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互联网+工会普惠服务高质量发

展、提升职工网民网络素养与数字技能，进一步拓展网上普

惠项目。通过创新开展形式新颖、喜闻乐见的网上活动，不

断巩固和扩大网上网下“同心圆”，引领全市广大职工在听

党话跟党走上作表率，在建功立业上当主力，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汪鑫 本报记者 何雪菲）

合肥工会掀起学习劳模工匠精神热潮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滁州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四家

作用，全面提升滁州市规上（限上）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建

设水平，加强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防范

化解劳动关系领域矛盾，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

企业健康发展，助力打造“亭满意”营商环境，滁州市总

工会、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滁州市企业联合

会、滁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开展滁州市“诊千企、优环境、促

和谐”活动。

本次活动按照“集中指导、分步实施、分组包干、跟踪服

务”的工作方针，自2022年5月开始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

工商联、市企联每月轮流召集20家以上企业举办一期研讨

沙龙活动，同时选取一家标杆企业进行交流学习，通过开展

分类诊断、观摩学习、业务培训、法规讲解、答疑解惑、交流

互动、跟踪服务等流程，开展劳动关系诊断、指导、服务、提

升工作。力争 2023年底前完成全市所有规上（限上）企业

诊断、服务工作，规上（限上）企业全部达到和谐劳动关系示

范企业认定标准。

5月 20日下午，滁州市“诊千企、优环境、促和谐”活

动第一期研讨沙龙在安徽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如期举办，

滁州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工商联、市企联相关领导出

席活动，活动服务团成员、21 家规上企业人力资源部经

理和县（市、区）人社部门相关科室负责人近 50 人参加

活动。 （蒋晓华）

滁州市开展“诊千企、优环境、促和谐”活动

5月24日上午，爱心企业和社区党员志愿者为留守
儿童送上书包、图书等学习用品。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安庆市大观区鸭儿塘社区举
办了“点亮微心愿 爱心伴成长”捐赠活动，爱心企业为
辖区8名留守儿童提前送来书包、彩笔、图书等节日礼
物。据了解，大观区非公企业党员志愿者们通过社区征
集认领留守儿童提出的微心愿，对辖区困难留守儿童实
施长期结对帮扶。 黄有安 项顺平/摄

爱心点亮微心愿爱心点亮微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