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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营口大力汽保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的一批拳头产品——“车轮动
平衡仪”再次发往国外。在国际市场
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承担着这批产品
装配任务的轮胎平衡机车间功不可
没。该车间凭借着每一次组装都力
争实现“零缺陷”的完美追求，出色地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助力企业产品型
号拓展到50余种，出口德国等50多个
国家和地区。

轮胎平衡机车间是一个充满活力
的青年集体，现有员工 17 人，平均年
龄34岁，均具有中专以上学历。车间

通过安全制度规程的学习，提高安全
意识。多年来，车间始终坚持每周一
的安全学习，通过典型案例结合实际
工作进行分析总结，不定期开展安全
生产知识竞赛活动。在平时工作中严
格标准化作业流程，文明作业现场，杜
绝违章行为，相互帮助，相互提醒，真
正把安全工作落实到个人，车间内安
全氛围浓厚。

在技术飞速发展和更新的今天，
作为现代化企业的员工，努力掌握专
业知识和业务技能是根本，也是干好
本职工作的基石。

多年来，轮胎平衡机车间一直不
断提升员工的业务技能水平。为了
人人练就过硬的岗位技能，开展形式
多样、生动活泼的劳动竞赛、岗位练

兵和技术比武活动。为做好培训工
作，轮胎平衡机车间总是积极配合公
司各项工作，组织学习各项操作规
程。对工作中的难点、疑点和急需了
解掌握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与学
习。遇到重大工作项目，采取集体讨
论，集思广益，共同攻克难题，寻求最
佳解决方案，并在工作现场进行培训
与学习，把爱岗敬业、争先创优作为
立志成才的动力，涌现出了许多刻苦
钻研、潜心实践的青年人才，成为企
业骨干。

业务技能的提高为公司完成生
产任务奠定了重要基础。轮胎平衡
机车间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在
质量上也精益求精，从挑剔每个零
部件开始，追求精良的品质，实行自

检和工序之间的互检，以匠人的精
神打造精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职
工的主人翁精神，为其他车间做出
了榜样。车间还深入开展技术创新
活动，牢固树立成本控制、节约降耗
意识。

轮胎平衡机车间在抓生产技术的
同时，还开展各班组的文化建设，对员
工进行爱岗敬业宣传教育。通过组织
文化体育、班组例会评说和送温暖等
活动，增进了班组成员之间团结合作
意识，增强了班组的凝聚力。在工作
中，大家齐心协力、刻苦攻关，每当遇
到困难时，班组成员共同出谋划策，为
同事分担任务，决不耽误生产计划。
生活上，大家互相帮助、关系和睦，亲
如一家。

每一次组装都追求“零缺陷”
本报记者 刘大毅

尽锐出战

9899 万人——这是截至 2012 年
年底，我国贫困人口总量。

到 2020 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
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历史、
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打非常之仗，就要派最能打的
人。面对党中央的要求、人民的呼唤，
一批批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毅然奔向
一处处没有硝烟的战场。

“山里凉，来喝杯热茶，暖和一
下！这是黑麋峰出产的拳头产品黄金
茶。”3月28日，湖南长沙桥驿镇在大
山里开起了展销会，黑麋峰村第一书
记周若愚亮开嗓子吆喝着，将一杯杯
香气扑鼻的黄金茶递到游客手中。

不到两个小时，周若愚带来的茶
叶销售一空。

在长沙市国资委工作的周若愚，
明年就要退休了。原本可以在机关里

“退居二线”的他，却主动来到黑麋峰
村这个曾经的省定贫困村，挑起了
104户贫困户脱贫的重担。

“我来，就是啃硬骨头的！”工作经
验丰富的他，深知贫困户最需要帮助
的就是扶智和扶志。采取合作社代养
模式帮助贫困户脱贫、手把手教村民
管理茶园、打造一支永远撤不走的工
作队……在周若愚的不懈努力下，黑
麋峰村焕发出崭新面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为
如山的责任、庄严的承诺。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
作队、累计选派 290 多万名第一书记

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名。他
们坚守在全国脱贫任务最艰巨的地
方，向贫困堡垒发起最后的冲锋。

不懈奋战

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
缺水少电……

小坝村，四川江油市最偏远的
村。群山阻隔、不通公路，让小坝人世
世代代受穷，村民用山货换袋盐，都要
翻过几个山垭。

小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青方华，誓
要为村民找出一条“出路”。

1992年，乡里筹措资金号召村民
修路，时年24岁的青方华第一个站了
出来。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村里 8
名青年成立先锋队，带头背炸药，用钢
钎凿洞、雷管炸山，硬是建成了小坝村
第一条通村公路。

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只修通一条
山路远远不够，必须整体提升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当选村支书后，青方华
开始规划通组联户的路网，并郑重向
全村群众承诺——“一定要修好村里
的路，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为了实
现这个承诺，青方华一干就是18年。

一条条道路不断延长，一个个希

望不断萌生……到2016年，小坝村终
于打通了所有入户路。

路通了，青方华又带领村民们种
木耳、育香菇、养蜜蜂，想尽办法为村
民寻找致富门路。没想到，2016 年
12 月，在走访贫困户的路上，青方华
乘坐的车意外坠崖，48岁的他再也没
有醒来。

如今，小坝村已经脱贫，正一步一
步迈向小康。村民们行走在一条条浸
透着青方华心血的路上，目光坚定、脚
步不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牺牲与奋斗，
换来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决战决胜

3 月 6 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
规模的会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
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
有任何退路和弹性。”习近平总书记话
语铿锵。

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2012
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
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
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
上。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疫情之下，有的贫困劳动力外出
务工受阻，有的扶贫项目、扶贫车间复
工复产延迟……共产党员以时不我待
的强烈责任感和决战决胜的坚定意
志，争分夺秒、不舍昼夜，为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奋力冲刺。

——宁夏西吉县涵江村，第一书
记秦振邦一次次打开“脱贫清单”，确
认近期必须完成的任务：“3 个村组 4
公里路面要硬化，3 户村民因房屋附
近滑坡要搬迁”；

——云南贡山县双拉村，党总支
书记王国才时不时到地里查看长势正
好的草果、魔芋、黄精，全力帮扶村里
最后两个贫困户；

——甘肃临夏市王坪村，第一书记
马兴文在村里一片烂草滩上新建成的
牡丹休闲苑里忙碌着，期望通过乡村
旅游为村民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

……
在已经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未

雨绸缪、夙兴夜寐，尽最大努力不让一
户群众返贫。

在还未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更
是殚精竭虑、冲锋在前，想尽办法不让
一户群众掉队。

在决战决胜的最前线，党旗始终
在高高飘扬……

记者 林 晖 黄 玥
孙少龙 谢 佼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初心赴使命 热血写春秋
——记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

核心
提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向贫困发起最后的
冲锋。无数共产党员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斗
志，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克服难以想象的种种困
难、跨越难以尽数的重重关卡，带领贫困群众走

上向着美好新生活的康庄大道。

7月1日，香港市民在太平山
顶广场唱国歌。

7 月 1 日，香港风和日丽、蓝
天白云，从太平山顶广场到大屿
山天坛大佛广场，从红磡体育馆
到中环码头，嘹亮的国歌声此起
彼伏。

当日，是《国歌条例》在香港
刊宪生效后的第一个回归庆祝
日，全港一共有50多场奏唱国歌
的活动。除了在多个地标奏唱，
街头也不时能听到市民自发进行
的合唱“快闪”活动。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香港市民
唱国歌
庆回归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白阳）司法部2日发布2020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
告，明确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
为7月28日至8月12日，考试时间
为10月31日、11月1日；主观题考
试网上报名时间为 11 月 10 日至
14日，考试时间为11月28日。

公告明确，2020 年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报名条件、考试方式和相
关政策总体保持稳定，继续对艰苦
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放宽政
策，允许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
2021年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和
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应届硕士毕业
生报考。

2020年法考7月28日起报名

7月2日, 北京大学2020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
当日，北京大学举行2020年毕业典礼。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今年的

典礼在北京大学办公楼西侧广场、静园草坪、未名湖等九个会场举行，并
面向全球进行中英文双语直播。 新华社记者 任 超 摄

北京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丁雅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2日表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
服务出口下降2.3%，降幅趋稳。

商务部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
额 18686 亿元，同比下降 14.6%。
其中，出口7592.6亿元，下降2.3%；
进口11093.4亿元，下降21.5%。服

务贸易逆差下降 44.9%至 3500.8
亿元。

高 峰 介 绍 说 ，从 贸 易 结 构
看，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继
续提高。1月至5月，我国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出口 8095.5 亿元，同
比增长 8.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
的比重达到 43.3%，提升 9.3 个百
分点。

前5个月我国服务出口降幅趋稳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古尔沟镇丘地村，村民在藏式风
格民宿外编织传统腰带（6月11日摄）。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这个川西高原上曾以雪山草地著名的地
方，今年初实现全域脱贫摘帽。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四川阿坝脱贫奔小康

7月2日，游客在大昭寺金顶前留影。当日起，在暂停对外开放5个
多月后，西藏大昭寺恢复对外开放。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西藏大昭寺恢复对外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魏玉坤）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2日正式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平台公司安全运营自律规范》团体
标准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
平台公司安全运行技术规范》团体

标准，这是我国首个网约车和顺风
车安全团体标准。

这两项标准的颁布实施，将大
力推进网约车、顺风车平台企业全
面加强安全工作，全面提升共享出
行行业安全工作水平。

我国发布首个
网约车顺风车安全团体标准

（上接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
实施，针对的正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这就是法律规
定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
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
安全这四类罪行。依法防范、制止和
惩治这些行为和活动，就是要维护国
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更好地保障
绝大多数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更好地保障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
自由。

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从
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强调

“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颁布实施
后，香港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
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
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
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
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香港作为国际
化大都市，香港居民和法人与其他国
家、地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等有着密切
往来和联系，这些正常的交往活动依
法受到保护，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毋庸讳言，这里还涉及一个深层

次问题，就是香港一些居民对国家的
了解和信任问题，特别是对内地法治
状况的了解和信任问题。经过改革开
放以来40多年的努力，中国法治建设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正所谓“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国内地是吸
引外资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本身就是
中国良好法治状况的体现。就刑事司
法制度而言，内地与香港相差不大，国
家安全机构在内地办案始终坚持严格
依法办事，并有严格的程序限制，怎么
可能到了香港反而变得无拘无束？近
年来，不少长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
的外国人以各种方式谈及，中国是世
界上最能给人安全感的国家，就是最

好的明证。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
落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
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且享有比港
英时期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这是
举世公认的事实。如今，有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这个“守护神”，香港居民必将更
充分地享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在更安全、更稳定、更和谐的社会环境
里生活、工作、创业。清除了戾气和恐
惧、恢复了安宁与祥和的香港，必将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绽放更加夺目的
光彩！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香港居民权利自由的坚实保障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国务院 2020
年7月2日决定：任命陈国基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秘书长。

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