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鸡蛋上钻孔， 壳破膜不

破。 在手机上垫纸钻孔，手机却无

痕迹。 近日，在贵州航天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机加车间，国家级技能大

师陈斌及其徒弟马明星、马勇轮番

展绝技、秀绝活。

此次活动是 2021 年 “经开技

能人才大汇聚” 之技能绝活展示交

流的首期活动。 当天，经开区制造

业领域的 20 余名技能人才齐聚贵

州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领略技

能大师风采。

现场，3 名技能大师先后展示

了自己的拿手绝活。 陈斌率先展示

了“鸡蛋上面钻孔”的绝活，只见他

将一枚鸡蛋放到电钻下，右手放下

钻头开始在蛋壳上钻孔。 一分钟不

到，钻孔完成，钻头抬起的瞬间，蛋

壳上出现一个小圆孔， 而厚度仅

0.02毫米的蛋膜却完好无损。

随后，马勇开始展示绝活“手

机上垫纸钻孔” 。 他在手机上放了

一张厚度为 0.1mm的 A4 纸， 并在

纸上钻孔，钻孔完成后，手机屏幕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马明星则展示

了绝活“针锋相对” 。 只见他用钻

头在直径为 0.1mm 的针尖上钻孔，

一分钟后，针尖上出现了一个小圆

孔，该圆孔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

清楚。 现场的参观人员争先拿起放

大镜观看针尖上的圆孔。

技能大师技艺精湛，每完成一

项绝活展示，现场都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

来自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

公司的机加车间分厂副厂长罗开

林表示，3 名技能大师展示的绝活，

要同时考验个人的脑力、眼力及手

的平衡力等，难度相当大，能做到

如此程度非常不易，一般的技术人

员很难做到。

绝活展示结束后， 来自电装、

装配、焊接等专业的技能人才及企

业相关负责人，围绕工作中、技能

大师工作室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

点和痛点， 积极向技能大师请教，

并逐一得到解答。

多位现场人员表示，此次活动

是一次很好的交流学习机会，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 将积极向技能

大师看齐，加强学习、多多交流，专

注自身专业领域，为公司及经开区

的发展和技能人才培育作出更大

贡献。

近年来，经开区结合产业发展

需求，出台了系列支持政策，并通过

“经开工匠”评选等系列活动，加大

技能人才的培育力度。 此次技能绝

活展示交流活动是经开区 2021 技

能人才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的开展，

旨在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充分展示

经开区技能人才的风采，加强全区

技能人才之间的交流学习，促进技

能人才实力和水平的整体提升，为

经开区产业发展提供更强的技能人

才支撑。

孙玉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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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30 日， 由贵安新区

党工委组织人事部、贵安新区团工委

举办的“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党

史学习专题讲座在贵州电子科技职

业学院举行。

当天，担任讲座老师的贵州省团

校校长、中国青年工作院校协会常务

理事熊志光围绕“回顾党团关系发展

的实践” 这一主题，通过 PPT 展示与

现场讲解的生动结合，从中国共产党

亲自缔造培育共青团、党团关系的内

涵与特征、牢记遵循践行初心和使命

三个方面为参会的团员青年们进行

了深入浅出地讲解，旨在通过带领广

大团员青年回顾发展历程，通过共同

追忆峥嵘岁月， 深入理解党团关系，

帮助大家加强党的历史和思想政治

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党性修养。

参会团员青年纷纷表示，此次讲

座立意高、视域宽、思想深，既有理论

深度，又通俗易懂，不仅将历史巨变

讲得通透、讲得具体，又极具理论性

和指导意义。大家将以本次讲座开展

为契机，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更好

地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努力奋

斗，多出实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俊鹏）

鸡蛋壳上打孔，手机屏幕垫纸钻孔

贵阳经开区 技能大师“秀绝活”

贵安新区团工委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讲座

回顾发展历程

践行初心使命

“经开技能人才大汇聚”之技能绝活展示交流活动现场

本报讯 日前， 贵阳市督办督查

局组成督查组，对观潭大道、太金线

等“十件实事” 项目建设进行实地暗

访督查。

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 的方式，

实地走访了大地立交互通、太慈桥高

架桥等控制性节点工程，查看施工进

度，向施工单位现场人员了解施工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要求各施工单

位要强化施工组织，加大人员、设备投

入，合理交叉作业，倒排工期，按照确

定的目标任务，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

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施工安全保障

措施，加强对安全薄弱环节的监管，坚

决消除各种安全风险隐患，杜绝安全

事故发生。 截至目前，观潭大道项目

已经完成建安投资 7.5亿元，9 个控制

性节点工程已全部进场施工，项目形

象进度为 37%。 太金线项目已完成建

安投资 12 亿元，14 个控制性节点已

进场施工 8个，项目形象进度为 24%。

督查组指出，观潭大道、太金线

项目建设是省、市为加快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大项目，在优化

贵阳贵安城市路网结构、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上具有重大意义。 各责任单位

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围绕“强省会”

五年行动， 从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入

手，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通过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完善城市

功能、聚集发展要素，打造首位度更

高、影响力更大、生态性更强、幸福感

更足的宜居宜业美好家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贵阳市督办督查局

暗访督查

“十件实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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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梦岚 贵州理工学院科技处副处长、教授

朱远洋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高铁工务段代理助理工程师

汤志刚 兴义市万峰林公益协会会长

苏剑锋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供电局变电检修班班长、高级工程师

李 虎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教授

吴兴谦 贵州消防总队安顺市消防救援支队北二环路特勤站班长

林志銮 贵州华夏医院集团董事长

罗焕楠 铜仁市万山区丹都街道旺家社区党总支书记

侯照静 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护理部干事

唐 攀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儿童康复中心护理负责人

“山鹰”教练机青年技术保障团队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会址消防救援站

中建三局一公司安装公司（贵阳）雷神山医院项目青年突击队

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脱贫攻坚青年突击队

航空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本报综合消息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 近日， 第 21

届“贵州青年五四奖章” 评选揭晓。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青年联合会决定，授予

吕梦岚等 10 名同志第 21 届“贵州青年五四奖章” ，授予

“山鹰” 教练机青年技术保障团队等 5 个青年集体第 21

届“贵州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

表彰指出，2020 年，广大青年听党指挥、矢志奋斗，在

全省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

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受到表彰的青年和青年集体，是

我省各族各界青年的优秀典型和模范代表。 他们当中，有

的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勇于担当、埋头苦干；有的在疫情防

控中逆行出征、救死扶伤；有的在科技攻关最前沿刻苦钻

研、勇攀高峰；有的在重大事件中奋勇争先、不畏艰险；有

的在扶贫助困中积极作为、不计得失；有的在最基层一线

任劳任怨、默默奉献。 他们的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集中

展示了新时代贵州青年积极向上、务实担当的精神风貌，

他们是全省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表彰号召，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青团、青联组织要

在广大青年中广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 激励全省青年爱

国爱民、锤炼品德、勇于创新、实学实干，与新时代同向

同行、共同前进。全省各族各界青年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

典型为榜样，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贵州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

吕梦岚等 10 人和“山鹰”教练机青年技术保障团队等 5 个集体获表彰

第 21 届“贵州青年五四奖章” 获奖者名单（共 10人，以姓氏笔画排序）

第 21 届“贵州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名单（共 5个，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获奖名单

本报讯 近日， 南明区文体广

电旅游局持续加大文化旅游市场

秩序整治力度，对网吧接纳未成年

人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4 月

28 日，南明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对一

次性接纳 3 名未成年人上网的贵

阳市南明区天丰计算机网络信息

服务部（天丰网吧）作出吊销《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

定，并于当日将处罚决定书送达至

网吧法定代表人。

据了解，今年 1 月 31 日，南明

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对辖区城郊结

合部的网吧进行周末突击检查，发

现位于望城坡的天丰网吧内有 3

名疑似未成年人正在上网，执法人

员上前出示证件后进行询问，3 名

上网人员均未能提供身份证。

南明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立即

协调区公安分局安排民警到现场

协助调查， 核实上网人员身份信

息。经核查，3名上网人员确系未成

年人，该网吧负责人也承认了接纳

未成年人的事实。

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南明区文

体广电旅游局决定依法吊销天丰

网吧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据介绍，南明区文体广电旅游

局将进一步加大对网吧、 娱乐场

所、旅行社等文化旅游企业的监管

力度，严厉查处文旅市场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营造健康文明有序的文

化旅游市场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秦琼

赵松）

南明区一网吧被吊销“经营许可证”

一次性接纳 3名未成年人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