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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玉News bulletin

工信部：
弘扬工匠精神
大力培育高技能人才队伍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三届全国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 10 月 20 日在
济南闭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出
席大赛闭幕式时指出，精心组织和举办大赛
的初心，就是要为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树立鲜明导向，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共
同举办的此次大赛，是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
领域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的国家级一类大赛。
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区）、
16 家央企的 240
名选手参加了决赛，是历届大赛中参赛人数
最多、
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比赛。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大赛分别决出了
职工组、
教师组和学生组的一、
二、三等奖。其
中，职工组第一名罗响在次年度由所在省级
总工会按程序优先推荐“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符合条件的职工组前三名选手将参加由
全国总工会与科技部组织的高技能领军人才
境外培训。罗响等 10 名选手经人社部核准后
被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罗响、巫广
达、
李成刚、陈安武、
刘涛、朱道萌等 6 名选手
按程序优先推荐申报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荣
誉称号。
王江平鼓励参赛选手做好
“传帮带”
，
用实
际行动影响和带动更多人，争取在 2021 年上
海举办的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再创佳绩，
希望地方有关部门、
企业、
院校等各方继续加
大投入，
落实各项政策，
加强培训服务，
为广大
技术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渊王志冤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达31.3万亿元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9》和《中国互
联网发展报告 2019》蓝皮书 10 月 20 日在第
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
《中国互联网发
展报告 2019》指出，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
模达 31.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4.8%，数
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9》指出，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为 8.54 亿人，互
联网普及率为 61.2%。光纤接入用户规模达
3.96 亿户，居全球首位。
蓝皮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牵头编
写，紧扣互联网发展前沿热点问题，内容涵盖
国内外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术、数字经
济、数字政府和电子政务、互联网媒体、网络
安全、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等重点领域。
中央网信办政策法规局副局长冯明亮表
示，蓝皮书重点收录了 5G 发展的相关内容。
截至 2019 年 6 月，已经有 94 个国家的 280
家运营商开展了 5G 的测试和试验。中国在
2019 年 6 月 6 日正式发放了 5G 商用牌照，
以 5G 和 IPv6 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稳
步推进。
渊余俊杰 朱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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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为何40年来坚持选择中国？

筲跨国公司见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 筲中国为跨国公司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筲中国仍将是外商投资理想目的地

山西潞宝集团三千万重奖优秀员工
两大精细化工项目正式投产

荫表彰大会现场

本报讯 渊记者 赵占岭冤 10 月 19 日上
午，
山西潞宝集团举行建厂 25 周年庆典暨劳
动模范表彰大会，
对涌现出的 17 名企业发展
功臣和 7 名特级劳模、25 名劳动模范进行表
彰奖励，共发放奖品价值 3000 余万元。
表彰大会上，韩辛有、王喜龙等 17 名潞
宝企业发展功臣获得高级轿车或豪华别墅重
奖，
马卫等 32 名劳动模范分获大屏幕豪华平
板电视；潞宝集团万名员工按工龄上调 3—5
级工资，并分别获得价值 3000 元的 25 周年
厂庆纪念币一套。
岗位平凡、贡献不平凡，受到表彰的劳动
模范最好地诠释了劳动模范的带头和示范作

领域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现有员工 1 万多
名，总资产 160 多亿元，年销售收入近 200 亿
元，
每天为国家创利税 500 多万元。
作为山西省民营企业的“领头雁”，连续
多年位居山西百强民企前列，为山西经济作
出巨大贡献。在 10 月 18 日召开的全省推进
工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山西潞宝集团再一
次获得了
“山西省优秀企业”称号。
潞宝生态工业园区，被省政府确定为首
家“民营经济主导、公司化运营”的省级经开
区，
为潞宝集团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全省
开发区管理运营探索出新模式。
在 2019“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榜单
中，潞宝集团以营业收入
231 亿元名列第
荫山西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
372 位，是山西长治市唯一上榜民营企业。
用。重奖劳模模范也充分地营造了学习劳模、 环水池、消防水池等原料药厂基本设施和配
近年来，潞宝集团抢抓机遇转型发展，全
尊重劳模、关爱劳模、崇尚劳模、人人争当劳
套设施。
力延伸产业链条，建设绿色循环产业，按照
模的良好氛围。正是有这些以厂为家、爱岗敬
十万吨新材料拉丝项目是国内聚酰胺高 “大化工、精化工、
净化工”的目标，
提出“吃干
业的优秀员工，才有了潞宝集团从一个默默 性能工业纤维领域最大体量的一次性投资建 榨尽”的思路，把原材料榨成油抽成丝，下脚
无闻的小焦化厂发展为山西最大的民营企业 设项目之一，可以更好地将上游产业生产的
料锻成宝炼成金，打造集约环保型高端精细
的辉煌。
300 吨己内酰胺全部消化掉。该项目以煤炭
化工产业园区。
在潞宝集团创建 25 周年之际，
万吨高端
作为原材料，经过气化、净化、合成、精制、重
山西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表示，潞宝
特色原料药项目和十万吨新材料拉丝项目正 排等一系列反应，最后变成精细化工产品，论
人将力争在三至五年内再造一个新潞宝，力
式竣工投产。
吨卖的煤炭就此转向了论斤卖、论克卖。
争实现年产值超 500 亿元、
创利税超 50 亿元
万吨高端特色原料药项目一期项目工程
潞宝集团创建于 1994 年 10 月 19 日，历
的宏伟目标，争当全国能源革命、企业发展、
于 2018 年 9 月开建，投资 3 亿元，主要建设 经 25 年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现
社会贡献排头兵，肩负起民营企业的历史担
综合质检楼、原料成品库、危险品库、生产车
已发展成为一家以现代精细化工为主导，横 当，
充分体现新晋商的价值，为实现山西振兴
间、氢化车间、动力站、罐区、污水处理站、循
跨电力、物流、红色旅游、现代农业及医药等
崛起及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届中华价值观论坛暨2019华德榜发布会在京举行
袁隆平再登榜首 共有 263 名企业家上榜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10 月 19 日，第三届中华价值观论坛暨
2019 自然人品牌价值指数（华德榜）发布会
在北京京师名流工程技术研究院召开，此次
会议的主题是“欢庆新中国 70 华诞，恭祝华
德榜二次揭榜”
。
会上，华德榜第二次发榜，据了解，在这
个千人榜单中，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再次
登上榜首。
紧随袁隆平之后，位于华德榜前 10 名的
分别是企业家马云、教育家吴孟超院士、科学
家程开甲院士、教育家金怡濂院士、
教育家吴
良镛院士、
科学家郑哲敏院士、科学家赵忠贤
院士、企业家李彦宏、企业家马化腾。
今年进入榜单前 10 名的人物中，有企业

家 3 名，而在整个华德榜 1000 人榜单中，共
有企业家 263 名。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商务部原副部长张志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北

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北师大
珠海分校党委书记呼中陶代表主办方讲话，
华德榜创始人、自然人品牌价值研究课题主
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作总
结讲话。
宋向清发布了 2019 年华德榜，
并汇报了
华德榜未来的发展思路和规划路线。他主要
从华德榜的历程回顾、社会反响、科研体系、
实证研究、科研成果等方面系统、详尽地介绍
了自然人品牌价值研究的基本情况，并从项
目规划和战略规划两方面阐释了其规划和前
瞻。同时，
他还重点向大家演示了根据自然人
品牌价值理论体系自主设计研发的高级人才
测评人工智能系统（EEAIS）。他指出，EEAIS
是支持华德榜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高科技商业

项目，对华德榜未来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
与会嘉宾围绕华德榜纷纷作了精彩发
言，
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
提出意见和建议。
张志刚真诚祝贺自然人品牌价值研究课
题取得的成就。他首先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
国商业发展史和经济史，
由古入今，通过历史
人物、古典智慧、经典思想，启发今天的我们
思考怎样让人生更有价值的话题。其次，他谈
到了对华德榜的看法，充分肯定了华德榜在
发展中所做的贡献。他指出，
从事自然人品牌
价值研究的课题是很崇高的，是一个应该引
起社会高度重视和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支
持，
应该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研究队伍。这个
课题值得人们思考，它涉及到精神文明建设
和社会价值的取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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