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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岗位，
不平凡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激励各行各业劳动者建功新时代

奋进新时代，
高素质的劳动者应该是什么
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提出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
激励各行各
业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以劳动创造幸
福，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关键词】奋斗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新时代
是奋斗出来的。
【劳模说】姜妍：全国劳动模范、沈鼓集团
客服公司总工程师
姜妍是我国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设计第
一人。在 20 多年的工作中，她和她的团队一
次次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先后攻克了 45 万吨
级、80 万吨级、100 万吨级、120 万吨级的乙烯
压缩机设计难关，
不断刷新我国这一领域的第
一。
姜妍说，总书记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我们深感重任在肩，
将继续在研发领域啃
下硬骨头，努力创造新的业绩。
【劳动者说】戴继双（全国劳动模范、沈鼓
集团董事长）：全国劳模称号是荣誉更是责
任。未来要把劳模精神传承好，发扬好，继续

在研发创新上勇攀高峰。
马长好（沈鼓集团转子车间车工）：
我是车
工，也是资深主任级制造师。只要你肯学、肯
干，
有技术就一定不会被埋没。

【关键词】主力军
【总书记说】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
动群众主力军作用。
【劳模说】薛荣：全国劳动模范、郑州圆方
集团党委书记
今年春节，薛荣的日程表上只有两个字：
抗疫。2 月 12 日，薛荣带领一批党员突击队
员逆行驰援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并捐赠了
一批消毒防护物资。疫情期间，在党员带动
下，圆方集团 6 万名员工中有 1.6 万人在 126
家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工作，把
“后勤”做到
了抗疫
“前线”
。
薛荣说，总书记要求我们当好主人翁，建
功新时代。我们要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
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作为集
团的党委书记，我要带领全体职工团结协作，
互助友爱，为百姓的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劳动者说】吕亚（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炼轧厂副厂长）：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我们要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
讲奉献。
杨长太（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

村四方景家庭农场党支部书记）：
感党恩，知奋
进。我们要为家乡建设出力奋斗，
努力让日子
越过越好。

蔡通杰（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
公司员工）：
人才兴企，
我要密切关注行业前沿
知识和技术进展，
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关键词】劳动者素质

【关键词】共建共享

【总书记说】当今世界，
综合国力的竞争归
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
【劳模说】万亚勇：全国劳动模范、宁波中
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科科长
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渐成长为全国知名的
高技术人才，万亚勇靠的是刻苦钻研、孜孜不
倦。以他名字命名的电机耐压测试法被评为
浙江省职工先进操作法，
在同行业中得到广泛
推广。他致力于探索创新成果转化，累计创造
经济效益 900 多万元。他还积极带徒传技，组
织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累计培养熟练电气安装
工、设备维修工近 600 人。
万亚勇说，总书记强调培养更多高技能人
才和大国工匠。高素质人才从哪里来？一是
靠勤奋学习，努力加强自身素质；二是靠思想
引领，不断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之路。
【劳动者说】胡正伟（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信号工）：刚刚
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总书记的讲话鼓舞人心，
我要在火热的建设中
锻造出彩人生。

【总书记说】使广大劳动者共建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
以更有效的举措不断推进共同富裕。
【劳模说】汪其德：全国劳动模范、四川省
南江五郎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汪其德扎根农村，发展南江黄羊养殖业，
带富乡邻，成为当地脱贫
“领头羊”
。针对贫困
户资金短缺的实际，汪其德探索出
“借羊还羊”
的发展模式，近三年来，他向全县 700 余户村
民借羊 3 万余只，
户均养殖收入超过 1.5 万元。
汪其德说，在办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过程
中，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实现了我的人
生价值。今后要把南江黄羊产业继续做大做
强，
带动山区更多群众共同致富。
【劳动者说】张培军（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
赤溪镇西厢村党支部书记）：我们要继续健全
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机制，
让老乡们都能过上更
加幸福的好日子。
李国芝（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诺水河镇小
骡马村村民）：
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大了，
家家户
户住上了新房，路通到了家门口，家里种植的
青花椒、大黄、银耳不愁卖不出去了。我要更
加苦干，
让日子过得更舒心。
据新华社

2021 年
“五一”劳动节放假安排延续
“5 天假日”模式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1年
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2021年元旦、春节、
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
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
元旦：
2021年1月1日至3日放假，
共3天。
二、春节：2月11日至17日放假调休，共7
天。2月7日（星期日）、2月20日（星期六）上
班。
三、清明节：4月3日至5日放假调休，共3
天。
四、劳动节：5月1日至5日放假调休，共5

扎根热土 助力地方经济
交通银行重庆涪陵支行
坚持“扎根一方热土、服务一
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发
展理念，始终不忘帮扶小微企
业初心，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
时，不忘回报社会，在履行社
会责任中体现自身价值。

天。4月25日（星期日）、5月8日（星期六）上
班。
五、端午节：
6月12日至14日放假，
共3天。
六、中秋节：9月19日至21日放假调休，共
3天。9月18日（星期六）上班。
七、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共7
天。9月26日（星期日）、10月9日（星期六）上

（上接 01 版）
唐伟斌说，民航业是交通强国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有力支撑。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
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是
“十四五”
时期重庆建
设国际航空枢纽重点工程，是加快打造成渝
世界级机场群的重要举措。要全面推进现代
工程管理，将江北国际机场打造成平安、绿
色、智慧、人文的
“四型机场”新典范。国家民
航局将加大对重庆的支持力度，推动重庆加
快建设国际航空枢纽。
按照规划，T3B 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
将新建 3400 米跑道与滑行道、35 万平方米航

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妥善安排
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
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
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国务院办公厅
2020年11月25日

站楼、148 个机位站坪和 3.7 万平方米的国际
货运站房等系列配套设施，总投资达 216 亿
元。工程 2024 年建成后，江北国际机场年旅
客吞吐量可达 8000 万人次，跑道数量位居全
国前列，年货运吞吐量 120 万吨、年飞机起降
量 58 万架次。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显著增强，辐射周边和链接国际能力明显提
升，
将有力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支
撑重庆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
带动开放。
国家民航局、西部战区空军和民航相关
单位、企业，
有关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建设
及施工单位代表参加。

金融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今年 2 月，由于疫情的爆发，市场
出现“一罩难求”。重庆某医药连锁公司就面
临困难：公司为了让山城市民尽快购买到口
罩，便在国内外进行采购。每次采购金额达数
千万元。但因采购商多为国外的中小厂家，交
易方式成为一大难题。
交行重庆涪陵支行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为该客户推荐了交行线上产品“交付保”。据
悉，该产品基于交易双方对于物资和资金安全
考量，以银行作为中间人，买方只需将资金通
过“交付保”支付，卖方便可在交行企业网银或
门户网站核实交易状态，进而放心发出货物。
待买方收货验货后，通过“交付保”确认收货，
资金即可到达卖方账户。满足了双方监控交
易资金流向的需求，起到了防范业务风险的辅
助作用。
“交行的‘交付保’产品切实解决了我们的
痛点。”该客户相关负责人说道：
“ 企业通过这
种类似第三方网购的操作模式，让银行成为中
间人，直接与买卖双方进行连接，让我们的交
易安心、放心。
”

扶持小微 壮大实体经济
小微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活跃因素，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交行重庆涪陵支行坚持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积极充当“小微企
业成长好伙伴”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努力构建
小微企业多层次金融支持保障体系，切实提高
小微企业信贷可获得性，拓宽了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覆盖面，
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 8 月交通银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市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合作的首笔银担
“总对总”批量担保贷款，成功向涪陵区一家民
办教育机构发放，金额 500 万元，这是该担保模
式 推 出 以 来 ，重 庆 市 首 笔 落 地 的 业 务 ，并 于
2020 年 9 月再次向该教育机构发放贷款 450
万元。
据悉该民办教育机构因筹建幼儿园，急需
资金投入项目建设，加之无法提供抵押物，陷
入了融资难的困境。交行重庆涪陵支行了解
到客户的情况后，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
想，积极对接市小微担保公司，巧妙引入银担
“总对总”
批量担保模式，
优化信贷方案，
及时发
放贷款，
成功解决了客户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护航”债券发行 做好资金监管
今年 3 月，涪陵某公司成功发行非公开公
司债券 23 亿元。因为监管部门对资金有相应
的规定，
“ 流程会不会很慢。”由于此笔业务发
生于疫情特殊时期，客户提出了担心。
交行重庆涪陵支行在了解到客户需求后，
分支行联动，由分行副行长统一指挥管理，联
合分行投行部、授信部、公司部等多个部门，完
成了支行对客户的额度申报、审批和投资流
程。不仅为客户和债权人的资金做好相关监
管工作，也通过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
一致认可。
做好资金监管，这只是交通银行履行社会
责任的一个剪影。作为一家致力于成为有责
任有担当金融企业的银行，交通银行积极发展
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等，努力为社会创造
更多价值。

T3B 航站楼内部效果图

8000 万人次 58 万架次 120 万吨 3400 米 216 亿元

这些数字能揭秘 T3B 航站楼及第四跑道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
静）昨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及第
四跑道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将新建 T3B 航
站楼、第四跑道及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建成后，
江北机场将形成 4 条跑道、4 座航站楼布局，能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8000 万人次、飞机起降 58
万架次、货邮吞吐量 120 万吨的需求，运行保
障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据悉，此次扩建主要内容包括：在第三跑
道东侧 380 米处新建长 3400 米、宽 45 米的第
四跑道及相应的滑行道系统；新建 35 万平方
米的 T3B 航站楼和 148 个机位的站坪，改造
T1 航站楼；新建 13 万平方米的停车楼、3.74
万平方米的国际货运设施、2.17 公里的捷运系
统以及相关辅助生产生活设施；配套建设空管

工程、供油工程和地面加油站工程。项目总投
资 216 亿元，其中，机场工程 211 亿元，计划
2024 年建成。
T3B 航站楼建筑外观采用 X 造型，由主
楼和四条指廊组成，与 T3A 在风格和流程上
协调一致。作为 T3A 航站楼国内旅客的卫星
厅，T3B 能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3500 万人次的
需求，和 T3A 国内航班一体化运行，旅客在
T3A 完成值机、安检流程后，可通过旅客捷运
系统到达 T3B 航站楼候机。
T3B 航 站 楼 功 能 区 域 主 要 包 括 国 内 出
发、国内到达、国内中转、两舱服务、捷运系统
站台、商业设施区、办公区等。另外，机坪塔
台、物业用房、制冷站、特种车库合并建设在
T3B 航站楼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