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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金涛， 一汽﹣大众汽车
有限公司的一线工人，他从生产
线上一名操作工做起，认真琢磨、
学习、不断创新，勇于突破自己，
20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任劳任
怨，如今，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他
成为了高技能人才的领军人物。

他的发明《激光钎焊质量最
优工艺》 获得国际发明者协会颁
发的“IFIA最佳创新发明奖”金
奖。 他开发的轿车车身表面激光
钎焊零件装配间隙补偿、 轨迹补
偿及参数匹配项目被评为吉林省
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一汽技工学校毕业后的金涛
起初来到一汽－大众时，是一名生

产线上的操作工，只要生产设备出
了问题，他总是帮助维修人员打下
手，认真琢磨学习。仅仅一年时间，
他的技术能力很快可以解决生产
设备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

金涛从事进口自动化车身
生产线的维修和产品质量优化
工作，在机器人控制系统、激光
焊接系统、激光测量系统以及车
身自动生产线方面都形成了独
特的维修和改进创新思路，实施
创新改进150余项， 其中76项获
奖，21项为公司重大改进项目。
带领改进项目组攻克技术难关，
成功完成创新项目33项，创造经
济效益2000余万元。攻克了生产

过程中的多项技术难题。
铝材料作为新材料，其大批

量加工过程中保持质量稳定也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设备调试
期， 激光焊返修率高达74%，铆
接缺陷率达到10%……金涛同
志组织成立了铝加工技术技能
站， 建立人员技能培养体系，完
成 182人次的技术人员培训和
1315人次的生产设备操作和基
本故障排除培训，为新项目的投
产做好了人才储备。

奥迪A6L车型在高产的同
时需要同步进行年型改造和混
合动力车型混线调试，为了挤出
调试时间需要日产增加30台。金

涛主动带队挖潜，重新进行工艺
分布，消除整个系统内的设备能
力和等待时间的浪费。 实现了人
员需求降低了近90%，改造费用
节省超过了1000万元。

20年来，金涛完成了一个由
普通员工到一汽集团公司核心
技术人才的转变，成为敢于创新
改进的高技能技术人才的青年
领军人物。 说起自己以后的规
划， 金涛感言， 有幸从事这个技
术行业，在这个技术大爆发的时
代， 他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希
望不断地充实自己， 帮助他人，
在工作岗位中继续前行，做出更
多贡献。 /记者李娜报道摄

金涛 :高技能人才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9月11日下午， 长春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长春市2019年第一
期交通调流”新闻发布会。会上发
布了《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
交通组织调整和交通秩序专项
治理的通告》，9月25日起实施。
机动车驾驶人在通告调整范围
内通行的均须遵守本通告。

下列街路恢复双向通行
（一）经纬南路（临河街一东

盛大街）
（二）公平路（东盛大街一临

河街）
（三）安乐路（东环城路一东

盛大街）
（四）至善路（岳阳街一人民

大街）

下列路口解除左转禁行限制
（一）解除沿工农大路由东向

西行驶的机动车在昂昂溪路口
禁止向左转弯的限制。

（二）解除沿昂昂溪路由南向
北行驶的机动车在工农大路口
禁止向左转弯的限制。

（三）解除沿临河街行驶的机
动车在南四环路口禁止向左转

弯的限制。
（四）19时至次日7时， 解除

沿临河街行驶的机动车在阜丰路
口、荣光路口、吉林大路口、安乐
路口、岭东路口、公平路口、自由
大路口、浦东路口、南湖大路口、
珠海路口、北海路口、卫星路口、
世光路口、世荣路口、南环城路口
禁止向左转弯的限制。

下列道路按规定设置公交专
用车道

北人民大街（铁北二路一
北环城路）

和平大街（西安大路—自
立街）

飞跃路（蔚山路—东风大
街）（隧道除外）

芳草街（蔚山路一超达大
路）

临河街（东新路—南四环
路）

洋浦大街（南湖大路一吉
林大路）

超凡大街（超达大路—城
南大路）

光谷大街（电台街一蔚山
路）

以上街路最右侧机动车道
在早、晚高峰（7时至9时，16时
至19时）设置为公交专用车道。

部分车型的通行规定
（一）新能源货车通行规定

除下列区域、路段、时段外，
允许新能源货车 (核定载质量2.0
吨以下(不含2.0吨)、车长6米以下
(不含6米)、 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
型能源驱动的货运车辆)通行，核
定载质量或者车长超过上述标准
的新能源货车按照普通货车通行
规定管理。

（1）7时至9时，16时至19时，
一环路以内区域(含一环路)禁止
通行。一环路是指：安达街一辽宁
路一长白路一亚泰大街一自由大
路一工农大路一安达街合围区
域。

（2）6时至20时，人民大街(站
前广场一卫星广场)、南湖大路(南
湖广场ー亚泰大街)、 延安大街、
新发路禁止通行。

（3）西部快速路(修正路一北
四环路)、南部快速路(飞跃东路一
会展大街)、东部快速路(卫星路一
三泰桥)、北部快速路(花莲路一天

石西街)、亚泰大街快速路(南四环
路一北环城路)(以上快速路包括
立交桥、高架道路、下穿隧道、相
互之间连接的主车道及上下桥匝
道)禁止通行。
（二）大型车辆通行规定

（1）中型、重型和低速货车、
牵引车、挂车、轮式自行机械及专
项作业车等大型车辆在道路同方
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行驶时，
需在最右侧车道或者大型车辆专
用车道行驶。 大型车辆可以借用
其他车道超车， 超车后应当驶回
最右侧车道或者大型车辆专用车
道继续行驶。 大型车辆如需左转
弯， 应当提前驶入左转弯车道实
施左转。

（2）6时至20时， 九台区曙
光大街 (迎宾路一长通北路)—
长通北路 (曙光大街一乐康街)
一乐康街 (长通北路一民乐路)
—民乐路 (乐康街一步行街)一
步行街(民乐路一军民路)一军
民路 (步行街一曙光大街)一曙
光大街 (军民路一东环路)一东
环路(不含)ー工农大街(不含)一
健康路(不含)一福星大街(健康
路—中央路(不含))ー中央路(福

星大街一福临大街(不含))一福
临大街(中央路一长通路(不含))
一长通路 (福临大街一迎宾路
(不含))一迎宾路(不含)合围区域
内禁止中型、重型和低速货车、
牵引车、挂车、轮式自行机械及
专项作业车通行(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救险车除外)。
（三）以下区域及街路禁止摩托车
通行

（1）安达街一辽宁路一长白
路一亚泰大街一自由大路一工农
大路一安达街合围区域内。

（2）人民大街、南湖大路、自
由大路、西安大路、长春大街、吉
林大路、延安大街、前进大街、亚
泰大街、卫星路、硅谷大街。
（四）公安交警部门应当在绕城高
速合围区域相关位置设置禁止鸣
喇叭标志

在合围区域内行驶的机动
车应当按照标志的规定禁止鸣喇
叭。

本通告自2019年9月25日起
实施。 在本通告之前由长春市政
府、 长春市公安局发布的交通调
流通告与本通告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通告为准。 /记者李娜报道

长春今年首次交通调流及大型车通行规定来了！
25日起实施！

我省过去一年查处虚开骗税企业2995户
昨天上午， 吉林省政府新

闻办公室召开吉林省四部门打
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
行动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打击
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
动的工作开展情况。

2018年8月， 按照国家四
部委的统一部署，吉林省四部
门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
年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税务、

公安、海关和人民银行四部门
力同心，严厉打击没有实际

经营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
企业”和只为骗取退税的“假
出口”。 截至今年8月底，全省
查 处虚 开增 值 税 发 票 企 业
2995户，定性虚开发票12.65万
份,涉案发票金额125.75亿元、
税额20.81亿元， 查补税款、滞
纳金、罚款合计4.35亿元;查处

“假出口”企业8户，挽回税款
损失1.04亿; 向公安机关移送
虚开骗税企业98户，抓捕犯罪
嫌疑人141人。

我省四部门已经对虚开骗
税违法犯罪行为连续开展了2
个波次的联合打击行动， 打击
和震慑效果十分明显。 部门优
势互补，联合推进持续加力。 打
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 四部门默契配
合， 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打击
方法。 税警双方并肩作战，对重
大案件靠前指挥、提前介入，面
对虚开骗税职业化、 团伙化的
新形势， 更加注重线索交换和
大数据应用，形成了联合办案+
联合收网的新打击模式， 成功
实现了对多个虚开团伙的倾覆
式打击。

一年来， 全省税务机关累
计将75起虚开骗税案件列入税
收违法“黑名单”案件，并全部
向相关部门推送了联合惩戒信
息，实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的闭环式惩戒机制，有效提
升了企业的失信惩戒意识，增
强了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记者 高羽 实习生 王心彤
报道

在长春公安系统， 提起民
康路派出所所长季宁， 大家纷
纷伸出大拇指， 那是一位智勇
双全的猛将。 从警19年来，先后
侦破命案10余起， 累计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1389起， 打处犯罪
嫌疑人1100人，近3年破获公安
部督办案件2起、省公安厅督办
案件2起。

英勇无畏，敢打敢拼，危险

关头挺身而出，是季宁的一贯作
风，“拼命三郎”就是同志们给他
起的“外号”。 紧盯大案不放手，
在市局、分局部署下，季宁组织
派出所精干警力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2018禁毒两打
两控两收”“2018净网行动”、打
击电信诈骗等多个专项行动。

在“2018禁毒两打两控两
收”工作中，季宁充分认识到净

化辖区、清除毒患的重要性，立
足辖区收集线索信息， 专注经
营涉毒案件， 从一起贩卖毒品
案件入手，牵出涉及四川乐山，
云南芒市、西双版纳，长春市及
周边地区的毒品网络， 后被省
公安厅列为省督办案件。 该案
被成功破获，刑拘逮捕10余人，
收缴毒品2公斤， 赌资20余万
元，涉毒车辆3辆。

民康路派出所辖区地处市
中心繁华区域，实有人口4万余
人，老城区内开放式小区居多，
人口流动性强。 如何变“乱”为

“稳”？ 季宁颇费了一番心思、下
了一番苦工。 他率先垂范，坚持
每周二到警务区参与“处警
日”，与民警共同执勤、巡逻、处
警，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及
时了解掌握社会治安动态，发

现和解决警务责任区实际困难
和问题， 认真听取社区群众的
意见和呼声， 做到指导工作到
位，解决实际问题到位。

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始终
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头，默默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平凡的
岗位上，季宁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吉林日报记者 刘巍 报道

群众点赞的“拼命三郎”
———记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分局民康路派出所所长季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