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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刘晶晶
木巴热克·木合麦提 方啸

三坪农场城镇管理服务中心党支
部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创新“五彩
工作法”，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解群众之所困，聚焦城建、环境保
护、房产管理等服务工作，充分整合社
会组织、党员群众力量，持续深化党建
引领新城镇发展治理实践，不断提升职
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红”帆作引领，激发红色动力

三坪农场城镇管理服务中心党支
部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城镇和谐发
展为目标，推广“定一个攻坚项目、过一
次创意组织生活、过一次政治生日、上
一堂主题党课、做一次精品志愿服务”
的“五个一”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
的使命意识、担当意识、服务意识。

办好群众关心的“十大民生实事”，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
走实，三坪农场城镇管理服务中心将今
年年初制定的六项民生实事划分责任，
落实到人，制定倒推时间表，严格按照
时间节点抓落实，所有项目于 6月 29日
全部完成验收。

三坪农场祥和小区居民孙鑫就享
受到惠民项目带来的福利：“三坪农场
改造地下车库对居民帮助特别大，以前
车经常停在外面，冬天有时候会匮电，
现在地下车库改造好了，大家都有地方
停车，太方便了。”孙鑫说。

“金”徽亮光彩，点燃红色引擎

黑子玥是三坪农场城镇管理服务
中心一名青年党员，中心成立一站式服
务大厅后，她主动认领“党员先锋岗”，
希望在工作中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和
督促，同时引导更多党员干部作表率、
当先锋。“身为一名党员，能够为职工群
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我觉得很有成
就感，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工作，把贴心
服务送到大家身边。”黑子玥说。

“非常感谢这些志愿者，为我们提
供了很大帮助。”家住三坪农场银行小
区的牛同章说。今年 82岁的牛同章是
三坪农场屯坪社区一名老党员，因为妻
子行动困难，再加上他自己年龄也大
了，出门多有不便。三坪农场城镇管理

服务中心党员志愿服务队了解情况后，
主动开展“双报到、双服务”活动，为牛

同章买菜买药，定期上门打扫卫生，送
去暖心服务。

“蓝”盾稳秩序，争当红色先锋

在三坪农场融合小区和瑞祥小区
道路两侧，随意占道经营现象时有发
生，容易造成交通堵塞，对小区居民来
说也存在安全隐患。三坪农场城镇管
理服务中心迅速成立一支以“文明执
法、和谐执法”为工作目标的城建管理
服务队伍，对辖区占道经营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划分区域，指定售卖位置，为居
民群众提供便利。“现在小区没有乱摆
摊的了，给商户划分固定位置规范经营
秩序后，我们买菜买生活用品也比以前
方便多了。”三坪农场融合社区居民徐
祥晶说。

“绿”城创文明，铸就红色卫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坪农
场城镇管理服务中心始终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坚持见缝插绿、立
体增绿、全域植绿的总体思路，大力实
施重点道路、重要节点、背街小巷、单位
庭院等绿化美化行动，高标准完成农场
绿化建设提升任务。

“现在家门口就有公园，小区里绿
化也特别好，感觉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
境很幸福、很满足。”三坪农场和顺小区
居民李兴芳说。

近两年，三坪农场新增城镇绿化面
积 3.39 万平方米，栽植各类乔木 6.2万
余株，城镇绿化面积增加 17%。家园绿
了，心情美了。

“橙”心保服务，汇集红色力量

三坪农场城镇管理服务中心担任
建设主体的惠民项目有 18项，新增活动
场地近 3万平方米，新安装路灯、庭院灯
290套，改造地下车库 1万余平方米 269
个停车位。围绕环境卫生整治、生态文
明建设、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等农场重点工作任务，全面落实“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打造有温度的
城镇服务品牌。

“下一步，我们继续按照‘新城管、
新理念、新形象’要求，强化工作举措，
持续深化党建‘五彩工作法’，在新起点
上高质量打造党建服务工作品牌。”三
坪农场城镇管理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方啸说。

三坪农场：“五彩”绘就美好生活
钟扬：

一颗追梦的“种子”

钟扬像（资料照
片）。 新华社发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齐龙

李开妍有多重身份。6年多来，她
甘做群众的“邮差”、伤残重病老人的

“女儿”、全科室的“业务员”，累计义务
为群众“跑腿”近千人次……

从 2015 年 8 月进入十二师人社系
统工作，到如今担任十二师工伤与劳动
能力鉴定办公室主任，李开妍在平凡的
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业。

她细致周到、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一
起工伤案件，化解企业和职工的工伤风
险；她不畏艰辛，为了工伤职工的利益
和工伤基金安全，多方辗转进行工伤认
定案件异地调查核实；她创新理念，普
及工伤保险知识，把政策送到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身边……

勇挑责任重担的“探索能手”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是职工
受到工伤后最可靠的保护屏障，因此工
伤认定部门和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被职
工亲切地称为“娘家人”。

2019年 3月，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
力鉴定办公室成立，承接全师乃至兵团
直属单位的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工作。组织安排李开妍任主任。当时
仅有两名工作人员，却肩负数以万计职
工的工伤保险权益保障，李开妍感到肩
上担子很重。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数量大、
人员配备少、鉴定时间长、研判分析论
证流程烦琐……在此现状下，如何创新
开展工作，成为李开妍重点思考的事。

李开妍谦虚请教，前往乌鲁木齐
市、八师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取经，并结
合本部门工作实际，修订完善队伍建
设、业务办理流程、绩效管理考核办法
等各项制度。

作为窗口服务单位，工作态度是让
群众获得幸福感的重要一环。李开妍
创新制定《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
办公室年度绩效考核方案》，明确岗位
职责，将工作效率、服务质量与绩效考
评和绩效工资挂钩，要求全体工作人员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服务态度、服
务方式上下功夫，推进各项工作健康有
序开展。

同时，李开妍认识到专家队伍在鉴

定工作中的重要性，与 4家医疗机构签
订医疗合作协议；建立健全十二师劳动
能力鉴定专家库，涉及普外科、骨科、神
经内科等 10多个科室 126名专家；严肃
鉴定纪律、规范鉴定程序，以专业化、标
准化、客观化和人性化服务为重点，确
保鉴定质量进一步提升。

乐做职工信赖的“跑腿主任”

《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
等行政法规政策性、专业性强，理解稍
有偏差，结果则全然不同。因此，在经
办服务窗口，咨询业务占有很大比重。
初步统计，该部门窗口日均处理的业务
中有 70%左右是咨询类。

部门成立伊始，李开妍常下连队、
进社区为职工上门鉴定，或是带着职工
到医疗机构鉴定，得了个“跑腿主任”的
头衔。但李开妍不在乎自己跑腿累不
累，她在乎的是工伤群众跑腿累着：“群
众大老远地跑来，有时候只是为了问一
两句话，这很不便民，如何打通为民服
务‘最后一公里’，是评价工作质量的
关键。”

李开妍看到某地开设了人社业务
微信公众号后，顿觉豁然开朗。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考虑到
大部分服务对象使用手机不熟练，李开
妍与各团场社会事务办公室分别建立
QQ、微信群，制作《职工工伤保险条例
解读》《工伤认定流程》《劳动能力鉴定
标准》等宣传资料，让相关基层工作人
员熟悉流程，走访入户宣传，同步收集
群众需求，汇总给团里相关业务负责人
初审，再传给师里。李开妍则定期下团
场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指导。

干部对群众的事有多用心，群众
对干部的情就有多深。对地处偏远、
年老体弱、伤病严重，不能到指定医疗
机构鉴定的参鉴人员，李开妍力推鉴
定绿色通道；对卧病在床的职工安排
医疗面检，送鉴定上门；在定点医疗机
构面检的，李开妍陪着去；对行动不便
的，及时协调轮椅并推送到诊室检查
……在此过程中，李开妍温言暖语、耐
心细致，与伤病员拉家常、聊见闻，同
时向他们宣传国家的惠民政策，鼓励
病患家属，向他们传递党和政府的
关怀。

力求基金安全的“柔情判官”

一面是保证工伤保险基金使用安

全，一面是职工群众的悲痛心情、困难
生活，理性和感性一体两面，如何在二
者之间权衡，李开妍给出的答案是：
公正。

2020年 5月 19日，十二师某单位工
作人员在准备参加常态化疫情防控巡
逻时，突然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救
治，5月 20日 19时 40分，因急性脑梗不
幸去世。

针对逝者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经
抢救无效死亡申报工伤认定一案，李
开妍想家属所想、急单位所急，放弃双
休日休息时间，及时与逝者就诊的医
院联系，详细了解救治过程，查阅病案
资料。

经了解得知，家属在医院使用诸多
诊疗方法均无太大效果的情况下，不愿
逝者再遭罪，放弃了最后的开颅手术。
但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表示：“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
工伤。”

与此案结合，重点便在“经抢救无
效死亡”这几个字上。李开妍理解家
属的做法，谁愿意家人临走前遭这大
罪呢？也十分同情他家的遭遇，逝者
时刻不忘初心，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
赤诚，以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工作热
情战斗在基层一线，令她肃然起敬。

但李开妍的工作，就是在尊重事实
的情况下，维护工伤保险基金安全，哪
怕她心里十分不忍。李开妍怀着悲痛
的心情赶往逝者单位及家里，与其同事
和家属沟通事发经过，并予以安慰。她
调查取证做实笔录，形成事实清晰、证
据确凿的调查报告，为十二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
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及时给其单位及家
属以明确交代，化解矛盾，减少纠纷，让
案结事了。

“我的工作好似一架天平，一端维
系着工伤保险基金安全，一端承载着
陷入生活困境群众的全部希望，它时
刻警醒我保持严谨公正，又促使我付
诸全部感情。就在这矛盾的情感中，
我不知不觉走过了 6 个春秋，我始终
坚守初心，用真心服务群众，用热忱
温暖民心，有温度地当好‘娘家人’，
有力度地维护和谐劳动关系。”李开
妍说。

以百姓心为心 为群众办实事
——记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主任李开妍

◀ 在“双
报到、双服务”
活动中，祥和
社 区 党 支 部
组 织 党 员 擦
拭户外雕塑。

通 讯 员
刘晶晶 摄

▲ 小 朋
友 们 在 祥 和
小 区 内 新 建
的 文 化 长 廊
里玩耍。

通 讯 员
刘晶晶 摄

十二师交通运输、交警部门
联合开展“三查行动”

本报乌鲁木齐讯（全媒体记者 冯晓玲 通讯员 李露）8月 30日至
9月 1日，十二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与十二师公安局交警支
队等部门联动联勤，开展治超、货运车辆改型、货车未随车携带运输
证的“三查行动”，治理公路货运车辆违法行为，规范公路运输秩序，
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和群众出行安全。

此次行动出动治超执法人员 50余人次、执法车辆 18辆，累计查
验车辆 100多辆，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12起，卸货 70余吨，车
辆改型 15辆，并责令违规司乘人员现场拆除高架板。同时，开展新
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及《公路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绷紧思
想之弦、筑牢安全防线。

“下一步，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将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进一步加大道路运输安全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和路面管控力
度，坚决杜绝车辆违法上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二
师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长李亚席说。

李开妍（左一）和同事从专业书籍中查找工伤认定案件相关依据。
本报全媒体记者 齐龙 摄

（上接第一版）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9月 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 2021年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设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是我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支持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重要举措。2030年议程为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提出了明确目
标。当前，世界正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科技创新和大数据应
用将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克服困难、在全球范围内落实 2030 年
议程。

习近平强调，希望各方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
心平台和本次论坛，共谋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之计，加强国际合
作，合力为落实 2030年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 2021年可持续发
展大数据国际论坛开幕式当日在北京举行。

□ 新华社记者 吴振东

海拔 6000 米，是目前中国植物学
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2017 年 9 月，著名植物学家、复旦
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钟扬在工作中遭遇车祸，时年
53岁。钟扬去世后，先后被追授“时代
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
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
生前常说的话。从教 30 余年，援藏 16
年，他带领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

4000万颗种子，帮助西藏大学建成一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植
物学研究团队。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颗追梦的“种子”。

青藏高原有超过 2000多种特有植物，然而，在全世界最大
的种质资源库中，长期没有我国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2001
年，醉心基础科研的钟扬只身前往青藏高原，寻访植物标本，探
寻生物进化轨迹。此后 10余年，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
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都留下了钟扬的身影。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到那么多地方采集种子？”面对质
疑，钟扬回答：“眼前的确没有经济效益，但国家需要、人类需要这
些种子。做基础研究，心里想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除了 4000万颗种子，钟扬及其团队还将全世界仅存的 3万
多棵西藏巨柏登记在册，为珍稀巨柏筑起保护屏障。他们从采
集的高原香柏中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
寻找到雪域高原上的拟南芥，为全球植物学研究提供支持……

回忆钟扬，很多藏族师生说，他就像绽放在“生命禁区”里
的格桑花。

来到西藏，钟扬感到，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
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他由此萌发另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
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为此，钟扬不放过任何一颗可在当地生根发芽的“种子”。
援藏期间，他累计培养了 6名博士、8名硕士，他们多已成长为
我国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在他的帮助下，西藏大学
建立了植物学研究“地方队”。

“他不是来办几次讲座，做几个项目，而是真正把复旦大学
最新最好的科研和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输送给我们。”在西藏
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心里，钟扬就是耕耘在科研、教
育战线的孔繁森，为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点亮了心灯。

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高的工作强度，使钟扬心脏肥大，血
管极度脆弱，每分钟心跳只有 44下，但只要说起援藏的事，他总
有一种紧迫感。“我再给自己十年时间。”钟扬多次这样说。

“钟扬是高原上的英雄。我也有一个梦想，希望将来成为
一位像钟扬老师那样为西藏、为祖国作出重要贡献的科研工作
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西藏学生旦真伦珠看完演出后说。

（新华社上海6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