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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江）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
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
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9月6日晚，一曲嘹
亮豪迈的《歌唱祖国》，拉开
了劳动筑梦——甘肃职工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
艺晚会暨争做好网民活动
颁奖典礼的序幕。省委副
书记孙伟，中国中车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余卫平，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
主席吴明明，副省长张世
珍，省政协副主席郭天康等
领导，与我省部分企业2000
多名职工代表一起观看演
出，共同回顾新中国成立70
年来陇原职工劳动筑梦的
最美诗篇，踏歌新时代新征
程共创新辉煌。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杨元忠，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省纪委监委派驻
省总工会机关纪检监察组
组长孙旺生，党组成员、副
主席包俊宗、吴俏燕、张弘
强、罗世文，副巡视员薛挺
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

出席晚会的还有：全国
总工会宣教部、中工网有关
负责人，省委办公厅、省委
宣传部、省委政法委、省委
国安办、省委网信办、省委军民融合办、省直属机关工委、省
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播电
视局、团省委等部门单位的领导，以及各参演企业、各市州
及产业系统工会组织的领导。

晚会舞台搭建在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检修车间，由
省总工会主办，省公航旅集团承办，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
州机车有限公司协办。

当晚 8 时整，晚会在歌舞《歌唱祖国》中徐徐拉开帷
幕。音乐响起，歌声嘹亮。由机车牵引车改造的移动舞台
缓缓驶入，列车上，小女孩引领李云鹤 、洪鎏、汪艳侠、刘永

忠、丁学廉、阙卫平等20位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大国工匠、陇原工匠等荣誉称号的劳模工匠入场，
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起身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会场以热
烈的掌声献给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以及所有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筑梦者……

晚会分为序曲，第一、二、三篇章和尾声。第一篇章《流
金岁月》以情景表演、表演唱、情景歌舞的形式，呈现老一辈
开拓者从茫茫戈壁到大山深处，从钢花飞溅到铁路两旁的
艰苦创业的工作场面。《祖国需要我》《铁道兵志在四方》《为
了祖国好》《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美丽的心灵》《革命人永

远是年轻》等歌曲，表现在那
些流金岁月里，一代人献了
青春献终身，心系祖国心向
党，与祖国一同成长的芳华
故事。

第二篇章《砥砺前行》以
讲述、歌舞、表演唱、音诗画
等形式，讴歌广大职工在陇
原大地上的勤劳奉献。《匠
心》《共和国之恋》《假如你要
认识我》《我在这里》《奉献》
等节目，展现不同时期、不同
行业、不同岗位的劳模、工匠
和职工以及工会干部、扶贫
干部的家国情怀。

第三篇章《追梦新时代》
以诗朗诵、歌舞、表演唱等形
式，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
陇原大地取得的举世瞩目的
辉煌成就。《壮丽陇原七十
年》《不忘初心》《时代赞歌》
等节目，表达陇原职工在奔
小康路上的豪迈情怀和全省
各族人民追梦路上的幸福与
美好，以及工人阶级在新时
代吹起奋进的号角。中间穿
插争做好网民主题活动颁奖
典礼。在晚会现场，省公航
旅集团党委副书记雷万鸣，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旭东，中国石
油兰州石化公司总会计师陈
朝晖，为在省总工会开展的

“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摄影、诵读和微视频主
题征集活动中获得优秀作品奖的代表颁奖。

最后，晚会在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深情合唱《我爱
你，中国》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得到了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中国
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省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全省各
级工会组织参与其中。整台晚会都是由我省广大职工自编
自演完成的，真正是来自一线、来自群众、来自基层。这是
劳动者献给伟大祖国的恢弘颂歌，也是献给劳动模范、大国
工匠，以及所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筑梦者之歌。

致 敬 伟 大 祖 国 唱 响 劳 动 赞 歌

劳动筑梦——甘肃职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盛大开演
孙伟 余卫平 吴明明 张世珍 郭天康观看演出

歌唱祖国，豪情激荡。
歌唱祖国，歌声飞扬。
9月6日晚的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

厂区热闹非凡，厂门口巨型彩虹门，张开
怀抱，迎接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劳模工匠
和职工代表。

位于厂区内的检修车间更是灯光璀
璨，4000多平方米的厂房里光影交错、美
轮美奂，这里是劳动筑梦——甘肃职工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暨争做好
网民活动颁奖典礼现场。

车间里搭建了四个舞台，搭建在车间
西头的主舞台由一个电子巨幕背景墙和
四个附屏组成，主屏上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我省建设成就的画面展现出我省职工
闪光的奋斗足迹。由机车牵引车改造的
移动舞台侧面“弘扬劳模精神，争做大国
工匠”的宣传标语耀眼夺目。参加晚会的
我省各级劳模工匠们，胸挂奖牌，身披绶
带，早早地就来到晚会现场，他们或互致
问候，或整理装容。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
也在一旁整装待发……

车间门口，前来参加晚会的劳模工匠
和各企业职工及来宾争相在签名墙上签
名留念。

随着晚会开幕时间的临近，车间里坐
满了来自省公航旅集团、兰州石化公司、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
公司、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二
局有限公司、甘肃建投公司、兰石集团公
司、中石油西北销售公司、白银有色集团
公司、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的职工方
阵，就连车间南侧的机车检修双层平台上
也坐满了观看演出的职工，他们身穿蓝

色、红色、灰色、白色等不同颜色的工装，
个个精神抖擞，喜笑颜开，如过节一般高
兴、喜庆。

晚八时整，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
中，李云鹤 、洪鎏、汪艳侠、刘永忠、丁学
廉、阙卫平等20位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大国工匠、陇原工匠等
荣誉称号的劳模工匠入场，和省上领导并
排就坐。孙伟、余卫平、吴明明、张世珍、
郭天康、杨元忠等领导和他们亲切握手，
全场观众挥动小国旗，响起热烈掌声，向
劳模工匠致以崇高敬意。

晚会打破了以往在专业剧院演出的
传统晚会模式，选在机车检修车间演出；
晚会也打破了一歌一曲一报幕的结构,以
章节为单元，每章每节既为一个独立的单
元，又互相照应串连成章。每一个演员都
是来自企业的职工，每一个节目都是职工
们自己创作编导演出，以歌舞、音诗画、短
剧、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呈现，铺陈出70年
来陇原职工对新中国的深厚情感和对新
时代新征程再铸新辉煌满怀信心。

晚会第二篇章《匠心》以李云鹤的故
事为主线，讲述了 6 位劳模工匠的故事。
走进他们的故事，我们会由衷敬佩，会为
之感动。这些从我们身边脱颖而出的标
杆和典范，用最实际的行动，生动诠释着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大国工
匠李云鹤说：“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同心协力，为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美丽而奋斗！”全国劳模洪鎏说：“非常感
谢国家和党把我们技术工人放在人才的
高度，让我们感受到更高的尊重，更多的
激励和更大的鞭策，我们新一代的甘肃
青年一起奋斗，不负青春，不负新时代，
为我们的家乡，为我们的祖国增光添
彩！”全国劳模汪艳侠说：“从一名技校生
到高技能技师，到现在的劳模工作室领
衔人，始终不忘初心尽力工作，精心操
作，由于用眼过度，右眼接近失明，但对
走过的路无怨无悔。作为劳模工作室领
衔人，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从个人的努
力到集体智慧，一加一在兰州石化从来
都大于二，这就是我的故事。”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永忠说：“我是一名公
路建设者，亲身经历了我省高速公路从无
到有，逐步发展为路网高速的宏伟历程，
数条高速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临河高
速，因为这条路很美，一头是唱着花儿的
黄土地临夏，一头是跳着扎西德勒的大美
草原甘南，这条路是民族团结的连心路，
这是一条脱贫致富的小康路。20载初心
不变，使命担当，我们将为交通强国不懈
奋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丁学廉

说：“我从一名教师、班主任、年级主任、教
务主任到校长，再到兰州十九中教育集团
管委会主任，多年来无论我的岗位和身份
怎样变化，但我对我的定位始终就是教
师，我的使命就是培养一批又一批有梦
想、有活力、有担当的青少年，去建设我们
伟大的祖国。”中华第一尺、十九大代表、
全国劳动模范阙卫平说：“我的许多同行
这样说，35年零失误，无差错是一个奇迹，
但是我要说，所有工作中奇迹的诞生，只
不过是一如既往地对工作的热爱，持之以
恒地对精益求精追求的结果，我将继续秉
承执着、专业、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为企
业多培养出高技能人才，为助推企业向高
品质能源装备化制造业推进，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
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
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追着风
的速度你的眼睛被迷住，穿山越岭去到最
深处，城市与城市的距离没有了时间，从
南到北日出到日暮……”“踏着铁道兵的
足迹，我们在奋斗的路上，不忘初心和使
命，大踏步地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
一首首节奏欢快的动人歌曲，既是陇原建
设者真实的写照，也是陇原职工迈步再出
发的决心和斗志。

筑 梦 者 之 歌
——劳动筑梦——甘肃职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暨争做好网民活动颁奖典礼侧记

□本报记者 胡江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

强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
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
理制度建设，切实保障职
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和监督权，推动全市厂务
公开工作创新发展，近日，
张掖市总工会在高台县举
办了全市厂务公开民主管
理业务培训班，来自各县
区及市直企事业单位的
150 余名工会干部参加了
培训。

本次培训班是市总首
次在县区举办的集培训、
观摩、经验交流于一体的
综合型业务培训。为切实
增强授课的针对性和实用
性，培训班分别就加强企
业民主管理、规范召开职
代会、推动“一函两书一公
告”制度落实、推动工资集
体协商提质增效等内容，
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同
时参训学员分别深入高台
县西街小学等3个示范点，
详细了解了不同单位在推
进企业民主管理规范建制
方面的有益尝试和做法，
实地“取经”，共同提高。
培训期间，市总工会还专
题向参训学员传达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指示精

神，同时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组织参训学员参观了中国工农
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赵安娜）

本报讯 今
年以来，金昌水
泥集团公司坚持

“以人为本，关爱
职工”的理念，立
足生产经营管理
实际，不断创新
举措，提升职工
幸福指数。

深化企业文
化建设，突出企
业理念渗透和氛
围营造，先后制
作企业文化宣传
画板 200 余块，
安装在办公区、
车间、一线岗位
现场；积极组织
职工参加各类技
能竞赛、创新创
效活动及文体比
赛，吸收部分职
工参加党组织主
题党日活动，定
期开展“学雷锋”
主题团日活动，
丰富了职工的精
神生活，增强了
集体荣誉感和归
属感；做到厂务
公开，提升透明
指数，对工资分
配情况、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等职
工关心、关注的
问题做好日常公
开，各基层单位
车间、班组做到
每天得分、奖罚
公开，每月工资绩效公开，全方位实行“阳
光管理”，提高了管理的透明度和员工的
满意度，有效调动了全员工作积极性；做
实帮扶救助，提升满意指数，发挥工会组
织在服务职工群众的重要作用，尽心竭力
地解决职工生活和工作困难，坚持定期走
访慰问困难职工，在日常工作生活上动态
帮扶，让职工切实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的
温暖；展现青春风采，提升活力指数，以提
高团员青年自身素质为重点，以服务于生
产工作为中心，公司团委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主题活动，
充分展示了团员青年的青春风采；做好文
体宣教，提升快乐指数，广泛开展寓教于
乐、寓教于文、寓教于学的群众性文体活
动，营造和谐浓厚文化氛围，满足职工不
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提升职工幸
福感。 （赵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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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消息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规定不予免予问责、从轻减轻问责和从
重加重问责等内容。《条例》规定，正确对待被问责干部，
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
任用有关规定正常使用。

《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问责
或者免予问责：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
出现的失误，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
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在集体决策中对错误决策提
出明确反对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在决策实施中已经
履职尽责，但因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因素造成损失
的。

对上级错误决定提出改正或者撤销意见未被采纳，

而出现本《条例》第七条所列问责情形的，依照前款规定
处理。上级错误决定明显违法违规的，应当承担相应的
责任。

《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问责：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效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
影响的；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工作，主动承担责任的；党内
法规规定的其他从轻、减轻情形。

《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重或者加重
问责：对党中央、上级党组织三令五申的指示要求，不执
行或者执行不力的；在接受问责调查和处理中，不如实
报告情况，敷衍塞责、推卸责任，或者唆使、默许有关部
门和人员弄虚作假，阻扰问责工作的；党内法规规定的
其他从重、加重情形。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与会领导、劳模与观众兴致勃勃观看演出 兰文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