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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 截至3月
底，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3.07%，为近
年来的最低点；一季度全省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数7.13万人， 同比减少0.84
万人。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湖南省2019
年一季度就业形势分析座谈会上了
解到，今年一季度，我省就业局势保
持基本平稳态势，就业主要指标呈现
“两下降、三增长”的特点。

“两下降”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下
降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下降。截至3
月底，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8.73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6.76%； 城镇登
记失业率3.07%，同比下降0.92%，控制
在4.5%目标范围内， 为近年来的最低
点。 一季度全省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7.13万人，同比减少0.84万人；发放失
业保险金26542.65万元， 同比减少
8115.56万元。

“三增长”包括农民工外出规模
增长、创业带动就业规模增长及网络
求职规模增长。

截至3月底，全省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总规模达1599.14万人，同比
增加62.96万人，增长4.1%；一季度

全省新增劳动力转移就业17.09万
人 ， 同 比 增 加 5.39 万 人 ， 增 长
46.07%。

创业带动就业规模增长。省市场
监督管理信息显示，一季度，全省新
增市场主体13.64万个， 同比增长
13.49%；新增从业人员87.77万人。

网络求职规模增长。如湖南人才
网2月新增简历5919份， 同比增长
115%，简历投递18986次，同比增长
12.7%；3月新增简历5766份， 同比增
长35%，简历投递19234次，同比增长
9.2%。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 （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罗贤艺 刘玮） 为推进我省
去年底出台的“促进就业20条”的政策
落实，我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记者在
今天举行的湖南省2019年一季度就业
形势分析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省本级
预算安排就业资金3.8亿元， 比去年增
加3000万元，一季度已下达1.4亿元。

据了解，就业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就业扶贫、加强职业能力建设，及推

进重点群体就业。
为支持就业扶贫，我省已对51个

贫困县单独补助每个100万元， 此外
对深度贫困县和2019年计划摘帽县
每个增加补助100万元。对7个就业技
能培训工作先进县和54个就业扶贫
爱心单位奖补1240万元。

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联合开展
2019年国家级和省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础能力建设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建设项目评审， 下达项目补助资金
1930万元。

在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包括
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省级自查
和赴市州实地核查工作；部署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招募工作，提高中央
财政工作生活补贴标准。此外，下达
失业保险调剂金6310万元，确保12个
存在支付缺口的县区的失业保险待
遇发放。

一季度全省就业开局良好
城镇登记失业率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双下降

今年省本级共安排就业资金3.8亿元
主要用于支持就业扶贫、加强职业能力建设、推进重点群体就业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通讯员 孙
路 记者 李治）长沙县“星耀青春”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文艺晚会今晚举
行， 长沙县共青团校地联盟宣告成
立。

象征着“五四”精神薪火传承的
火炬，经过县域内16所高校接力传递
后，在晚会现场由高校青年代表传递
给共青团长沙县委书记吴晓芬。点燃

圣火后，吴晓芬和16所高校团委负责
人同台宣布湖南省首个共青团校地
联盟———长沙县共青团校地联盟正
式成立。

校地联盟成立后，长沙县共青团
与各高校团委将从加强青年学生思
想引领、 促进青年学生就业创业、发
展青年学生公益实践平台和丰富青
年学生文体生活等多方面搭建平台,

助推青年大学生更好的发展。 长沙
县2019年度向上向善星青年评选结
果今晚正式揭晓：王洪健、范凯、龙学
事、谭娟、李定文5名优秀青年获得长
沙县“向上向善星青年”荣誉。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
委书记沈裕谋热情寄语青年：“奋斗
的青春最美丽。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
斗，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
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那些以梦为
马、激情奋斗的日子，必将成为人生
最美的印记。”

省内首个共青团校地联盟成立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 （记者 尹
虹）“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
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
研究”，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日
前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长沙理工大
学于近日成立五四精神研究中心。

据悉，该校五四精神研究中心由
学校党委领导， 挂靠辅导员教育学
院，成员包括学校领导、学生工作部
（处）、人文社科处、宣传部、校团委等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马克思主义
学院专业老师和辅导员。

该研究中心将主要研究四个

方向问题：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及
传承路径；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
中国青年运动史的教育功能；中国
青年运动的基本历程与基本经验。
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将中心建设成
为研究队伍稳定且结构合理、研究
成果丰富、社会反响好、在全国具
有一定知名度的五四精神研究基
地。

长沙理工大学成立五四精神研究中心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孙
敏坚 通讯员 吴义国）4月28日，省
委党史研究院召开中心组学习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座谈会， 会议
要求全省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坚
定文化自信， 加强五四运动和五四
精神等基础党史研究， 在为国家立
心、为民族铸魂上有新作为。

座谈会上，陈艳等5名青年党史
工作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研究的重要讲

话精神， 立足本职畅谈五四精神的
时代价值。大家认为，总书记的讲话
高屋建瓴，内涵十分丰富，展现了大
历史视野，蕴藏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既明确了方
向目标，又指出了工作任务，对思想
灵魂、 职责使命和修身治学提出了
具体要求， 是党史工作的根本遵循
和指南。

“新时代要有新担当，要在培根
铸魂上有新作为。”省委党史研究院

院长胡振荣表示， 全省党史部门和
党史工作者，将加强研究队伍建设，
强化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
理和系统化研究， 突出五四运动以
来湖南青年运动的研究， 找准青年
运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着力
点， 深刻把握当代青年运动和成长
成才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 使五
四精神成为激励湖南人民建设新湖
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不竭动力和精神力量。

在培根铸魂上有新作为
省委党史研究院加强五四精神研究

荨荨（上接1版）
师傅对他说：“再完美的设计，

也需要人加工出来； 别人加工不了，
你能够做出来， 你就是顶呱呱的人
才！” 师傅一席话， 使唐银波茅塞顿
开：在企业，技术水平高才是硬道理。

成为技术顶尖人才， 成了唐银
波不懈的追求。

进厂头几年，唐银波勤于读书、
忙于实践，他给自己定下了“勤学、
勤问、勤想、勤练”的座右铭。业余时
间， 唐银波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学
理论、练技能上。他多次参加各类培
训班，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

2002年湖南省国防工业职
业技能竞赛， 唐银波初露头角，
一举获得铣工第一名。

当时技能比赛汇集了湖南国防
工业系统最优秀的铣工， 唐银波不
敢掉以轻心。

他拿到竞赛题后并没有急于动
手，而是认真分析尺寸，研究消化图
纸，精心测量毛坯，设计孔、槽位置，
运用专业理论知识， 调动实际操作
经验，寻求合理、科学的加工方法和
工艺路线。

唐银波一举夺魁，获得“湖南省
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和铣工技师任
职资格， 成为江麓当时最年轻的铣
工技师。

2007年，年仅33岁的唐银波被
评为“湖南省技能大师”，成为湖南
省当时最年轻的、 也是铣削领域唯
一的技能大师。

“点子王”专挑“硬骨头”啃
攻坚克难，唐银波的点子多，被

同事称为“点子王”。
他那些金点子， 往往能解决重

大技术难题。
唐银波所在的分厂， 承担着不

少重点生产任务与科研创新项目。
身为公司铣工高级技师、 分厂

科研攻关小组组长， 唐银波自感责
任重大。

2007年，公司承担了国家某重
点工程关键研制项目。 该项目一个

重要部件———鼓形齿轮， 是这个项
目的“硬骨头”。

国内此类鼓形齿轮采用专用的
设备加工，成本高。由于没有相关的
经验借鉴， 公司技术部门不知道如
何加工， 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
到解决方案。

公司技术部门联系到唐银波所
在分厂。 分厂负责人第一时间就想
到了唐银波。

唐银波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说：
“应该有把握做得出来。” 他反复研
究图纸后， 最终拿出了一套完整的
加工方案。 按这一套方案加工出来
的产品，保证了产品精度，加工成本
大幅降低，完全能满足用户要求。

这种“硬骨头”，唐银波“啃”下
的还不少。

在唐银波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研
发产品展示台上， 记者看到一块密
密麻麻凿有凹槽的薄板。

这是他通过自己发明的工具加
工而成的航天钛板。

2008年，唐银波所在班组承接
了某太阳能单双极板的加工任务，
产品要求在直径180毫米， 厚2毫
米、1.5毫米、1.2毫米3种规格的超
薄钛板材料上， 单面或双面加工出
深0.5毫米、 间隔宽度2毫米的纵横
交错共80条等距槽。

这些钛板是某航天研究院设计
的产品。 在与江麓机电集团合作之
前，该研究院曾找过国内多家企业，
均未能解决超薄钛板加工易变形的
技术难题。

铣工的最高追求，就是加工出
最精密的零部件。 唐银波仔细观
察钛板的结构，分析材料的特征。
经过反复试验， 设计制作了一种
薄板工件真空夹具， 加工出来的
槽深误差不超过0.1毫米， 这几乎
跟头发丝一样细。

这一创新破解了超薄钛板加工
应力变形量大、 质量不易稳定控制
的技术难题。他研制的3种规格超薄
钛板已应用于航天、航空等领域，已
为企业创收超过1200万元。

前不久，唐银波工作室承接了
某主战坦克控制炮弹发射的关键
部件。这一部件加工最大难度在两
个耳轴的精度上。 耳轴的精度越
高，炮弹打击目标就越准。过去耳
轴加工的精度一般控制在0.02毫
米，而这次要求必须控制在0.01毫
米以内。唐银波带领工作室成员经
过1个月夜以继日攻关， 终于将加
工精度从0.02毫米提高到了0.01
毫米。仅今年以来，唐银波就参与
了20多项军品电器科研攻关。

用“传、帮、带”打造技能团队
2015年成立的唐银波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共有10名成员，其中
全国劳动模范2名、公司级劳模3名。

2018年，唐银波工作室先后解
决了特种电器产品21项生产制造
瓶颈和难题，共提出合理化建议60
多条，实施29条。完成创新创效、工
艺攻关、技能创新等25项，节创价
值100多万元。

工作室在“传、帮、带”方面发挥
了独特作用。 唐银波每获得一项技
术攻关的突破， 总会在第一时间与
大家共享。液压阀芯加工，零件变形
是加工中最难把握的。 唐银波为了
攻克这一难题， 与工作室同事花了
近两个月进行刻苦攻关， 完整地把
握了技术要领。 为了使同事们都能
掌握好这一技术， 唐银波不但组织
大家多次进行讲解， 还把技术要领
原原本本交给同事刘枢。 刘枢目前
已经成为工作室这方面的专家。

工作室成员刘枢、张鑫、方智扬
等16人次在各级比赛中都获得了好
的成绩。方智扬获得湖南省第六届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加工中心操作工第
一名、全国第十二名；张鑫获得湖南
省第六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加工中
心操作工第三名、全国第十八名。

唐银波作为省总工会“互联
网＋湖南工匠”名师堂名师、湘潭市
职业技能培训“双师型指导老师”、
湖南省职工技协专业会员、 湖南省
技能大师，多次担任省、市、公司技
能大赛集训队的指导教师。

2018年， 唐银波指导的团队在
国家职工技能大赛中取得骄人成绩。
湖南在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中
获得7个一等奖、11个二等奖、4个三
等奖、团体综合排名全国第五；为此，
唐银波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工匠感言
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的内涵 ，

就是精益求精 、 追求卓越 ， 专心
专注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

我在技术上有今天的成就，靠
的是师傅们手把手地教导， 同时也
少不了自己刻苦努力。 自己在技术
上厉害了，并不等于完全成功，应该
使身边的人都厉害起来， 我们的事
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铣加工，他当成了雕刻的艺术

� � � � 4月19日，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唐银波在工作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