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向阿尔巴尼亚新任总统贝加伊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7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巴伊拉姆·贝
加伊，祝贺他就任阿尔巴尼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近年来，两国以共建

总第 24740 期

2022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一
农历壬寅年六月廿七
七月初十立秋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N 22-0005

邮 发 代 号 ：11-21

中共长春市委主管主办

回答时代课题 照亮复兴征程

21℃ ～29℃
长春日报社出版

张志军在调度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科学精准防控
把总书记的嘱托关怀转化为振兴发展生动实践
王子联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肖虹 赵雪）24 日，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张志军，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子联进一步调度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张志军
在会上传达省委书记景俊海在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两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
强调要以“时
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抓好常态化防控，
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提高科学精准防控
水平，
坚决防住疫情、稳住经济、安全发展，
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市疫情防控指挥体系相关负责人
就防控政策落实、流调溯源和扑火队工作提
出要求。

张志军强调，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要求，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切
实把总书记的嘱托关怀转化为振兴发展生动
实践。一是政治要坚定，进一步对标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
总书记亲切关怀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省、
市党代会部署，走好新的“赶考路”，推动
振兴发展率先突破。二是疫情要防住，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
零”总方针，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
早”和“四应四尽”要求，严格执行第九版

防控方案，把“快、准、严、细、实”贯穿
常态化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全过程，抓实抓
细“防、检、管、隔、扑”各环节工作。三
是经济要稳住，聚焦落实省委“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
圈，以“六城联动”服务“六双”发展，在
吉林振兴中挑大梁、担重任、打头阵、作表
率、当标杆。当前要盯住三季度、决战四季
度，加快实现“止跌、回升、增长”目标。
四是发展要安全，统筹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防汛减灾、信访维稳等工作，守住安全
发展底线。五要切实保障民生，主动回应群
众关切，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汇聚振兴发展合力。六要打造过硬干
部队伍，深入开展“四个服务”，推动治理
体系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王子联在主持讲话中要求，以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吉林两周年为新的起点，推动学
习贯彻再深入，围绕答好“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张考卷，严格规范把
第九版防控方案执行到位，
以底线思维、极限
思维守好外防输入关口，扎实开展常态化核
酸检测，
做好重点场所防控，
加强应急储备能
力。
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
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保安全、
防风险，
统筹发展和安全。

7月24日14时22分，搭载
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
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495秒
后，问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
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
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相关报道见6版）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本报讯 （记者赵雪） 22
日，市政府授予大众中国总裁
冯思翰“长春市荣誉市民”称
号，市长王子联为其颁发证
书，感谢他为长春建设和发展
作出的重大贡献。
王子联代表市委、市政府
欢迎冯思翰一行的到来，感谢
大众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长春的
大力支持。他说，大众集团作
为世界知名企业，多年来与长
春和中国一汽保持着紧密合作
关系。冯思翰出任大众中国总
裁以来，高度重视与中国一汽
的合作，全力以赴推动奥迪一
汽新能源汽车项目落位长春，
为深化中德经贸合作、推进长
春汽车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希望冯思翰作为长春市荣
誉市民，能多回家看看，成为
长春与德国间的友谊使者。
冯思翰表示，长春是他的
第二故乡，近年来经济社会发
展迅速。作为长春市荣誉市
民，今后他一定努力推介长
春、宣传长春，助力长春振兴
发展。
中国一汽集团总经理邱现
东，汽开区党工委书记王海英
参加活动。

（2 版）

市政府授予冯思翰
﹃长春市荣誉市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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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平台，
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政策沟通，
推
进务实合作，
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
愿同贝加伊总统
一道努力，
深化两国各领域交往，
巩固互利合作成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开工第 26 天！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
总装车间“上梁”
本报讯 （记者杨洪伦） 24 日，在长春国际汽车
城，一座底面积 15680 平方米，约合 37 个标准篮球场大小
的钢结构网架，沿着 40 根箱型柱平稳上升到 9.6 米高度并
固定，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总装车间成功“上梁”。
此时，距 6 月 28 日项目开工仅过去 26 天，这一全球瞩目
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又一次让全球见证了“中国速度”。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总装车间的这架“梁”，通
体由钢结构组装而成，重达 781 吨，采用整体提升工艺
“上梁”
，在工程施工中，被称为网架提升工程。
在网架提升现场，记者看到：40 组工人熟练操作数
控设备，按照规范进行提升作业，巨大的网架以肉眼难辨
的低速缓慢提升。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总装车间三标
段施工经理李想告诉记者，“提升完成需要 4 小时，如此
大的网架整体提升，对操作精度要求很高，哪怕毫米级的
误差，都可能影响网架的整体强度和工程质量。
”
“得益于更加科学的设计、施工，以及装配式建筑工
艺的成熟，这一项目的施工速度令行业瞩目。
”李想表示。
此次完成网架提升的，是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总
装车间一单元，本月 3 日开始钢结构安装。“所有部件均
在工厂组装完成，在现场按照工厂数学模型，摆放在指定
坐标，然后进行焊接、装配，相比以往，速度更快、精度
更高。
”李想说。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总装车间建筑面积超过 13
万平方米，全部网架提升工作，计划于 8 月 24 日之前完
成，确保整体项目按计划于 2024 年投产。

让每名员工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市应急管理部门积极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本报记者

为有效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市应急管理部门持续推进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
展。22 日，记者随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
走访了两家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标杆企业。
在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限公司生产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由国家应急管
理部监制的 《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这是
应急管理部门对企业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领域取得优秀成果的褒奖。
“公司利用安全生产视频、安全事故案
例等宣传形式警醒员工，达到启发人、教育
人、约束人的目的，有效提高了员工安全生
产事故防范意识。”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延军介绍，在各级应急
管理部门的指导下，今年公司全力推动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让全员参与到安全生产风
险识别及隐患排查活动中，思考如何保证自
身安全，同时提高设备设施本质安全水平。
定期开展安全联合检查，跟踪整改完成
情况，已经成为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限
公司常态化工作之一。公司定期举办安全知
识竞赛、全员学习抽签考试验证学习效果，
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班组长还在班组会上
讲安全、谈认识、提要求，让每名员工时刻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则制定了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全员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当我们用手电筒的光去照生产线，目光会
更专注地观察光照射的地方，视线的聚焦将
更容易发现不易察觉的安全隐患。”公司水

于剑南
线吹瓶机主机手杨勇介绍。
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每天
早会都将进行一次常规安全宣导，提醒员工
工作生产中的注意事项，同时还会对当天的
生产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临时性安全宣导，
例如当天是否有施工，员工如何避免交叉作
业消除安全隐患；夏天如何注意防暑；急用
药品如何领取等。一项项小举措，帮助公司
有效筑牢了安生生产防线。近八年，公司从
未发生工伤事故。
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也于今年 6
月通过了“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审核并获
得证书。市应急管理局向所有通过审核的企
业各奖励 1 万元现金。
据了解，安全生产标准化指企业通过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员全过程参与，建
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管控生产
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工作，实现安全
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
施本质安全化，并持续改进。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强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安全生

产水平，确保生产安全。为进一步宣传标准
化建设优秀典型企业，树立标准模板化示范
企业，形成良好氛围，该局加强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建立并保持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体系，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目前，在长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涌现了包括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限
公司、长春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在内的一
大批优秀企业，同时，全民安全意识和法治
意识不断强化，形成了良好的市场预期，促
进经济社会持续安全健康发展。
下一步，市应急管理局将继续针对金属
冶炼、机械制造等重点行业，实施“集团作
战”模式，纵深推进标准化建设工作，下沉
一线，到基层到现场，在安全生产领域发挥
安全体系保障作用，在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
础上下功夫，高质量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精心维护企业安全与发展。
责编 冯云菘
朱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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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总装车间网架提升
工程顺利完成。
杨洪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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