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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白阿莹为陕煤集团劳模颁奖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礼赞劳动者礼赞劳动者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五一汇报演出昨晚举行五一汇报演出昨晚举行

活动奖励

我们将连续4周，每周评选出10条留言。被
评选出来的小伙伴可以获得100元话费哦！

征集内容

结合自身工作特点、体会，自创的励志语录、
奋斗宣言，可以是散文、诗歌或者代表心声的几句
经典话语，内容积极向上、内涵丰富。表现形式：
原创文字，100字以内；原创视频，1分钟以内（手机
横屏拍摄即可）。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4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共产党宣
言》及其时代意义座谈会，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
发表 170 周年为契机，大力推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不
断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
潮引向深入。

黄坤明指出，重温《共产党
宣言》，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贯
通起来，深入理解《共产党宣言》
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对
世界社会主义的深远影响，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
的科学指引，始终坚定信仰信
念，坚守初心使命。

黄坤明强调，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系列原创
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
之重，更好推动深入人心、落地
生根。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研究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马克思
主义在新时代展现出更强大、更
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
分省区市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
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以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为契机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人心

黄坤明出席《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座谈会强调

纪念“赵梦桃小组”命名55周年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

生 殷博华）昨日，纪念“赵梦桃小
组”命名 55周年暨陕西省纺织服
装行业“赵梦桃小组式先进班组”

“梦桃式最美职工”推介大会在咸
阳举行。咸阳纺织集团向赵梦桃
小组原组长吴桂贤颁发终身荣誉
组长证书。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会长
王天凯，咸阳市委书记岳亮，中国
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副主席杨冬
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副
书记陈伟康，省总工会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主席张仲茜，省工信厅
党组成员、陕西经济联合会会长
党红忠等领导出席。

大会向13个“赵梦桃小组式先
进班组”、10名“梦桃式最美职工”
及获得“陕西省纺织服装企业班
组建设卓越贡献奖”的赵梦桃小
组颁发奖牌、证书。省财贸金融
轻工工会主席刘佐清宣读《关于
开展向“赵梦桃小组式先进班组”

“梦桃式最美职工”学习的决定》。

4月25日上
午，陕建一建集
团第七公司电
工刘宝库被西
安市总工会授
予五一劳动奖
章，下午就回到
十四届全运会
主场馆建设工
地，以实际行动
践行劳模精神。
图为刘宝库（右）
指导工友操作
设备。

巨跃先
刘建刚 摄

上午受表彰上午受表彰
下午忙工作下午忙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
调，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
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
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3亿多中国人民
要齐心合力、砥砺奋斗，共圆中国梦！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支柱，也是国家经济安全、国防
安全的底线。

曾有观点认为，发挥好比较优势，就
可以很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不一定非要
将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或
者，用市场和资源可以轻易“换”来技术，
靠高投入高成本自主研发，是舍近求
远。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市场换不来真
正的核心技术，没有过硬的核心技术在
手也难以公平地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

随着全球进入要素快速流通的“数
字时代”，创新周期大幅缩短，稍不留意，
曾经的“一步之遥”或将演变为难以逾越
的鸿沟。更别提如今，大量创新建立在
核心元器件、根服务器等少数关键技术
之上，严重依赖外国不仅会丧失发展根
基，还将危及国家安全。加强核心技术
攻关，是历史的告诫，更是我国加速迈向
制造强国刻不容缓的必然选择。

此时审视核心技术，我们需重新认识和划定它的
“外延”。新时期的核心技术，不再是某项或某几项技
术的代言词，而是包含了前沿技术、先进材料、精密工
艺和制造模式等在内的一整套立体创新体系，环环相
扣，缺一不可。以芯片为例，除了纳米技术，其材料和
工艺的变革也将从另一个维度突破现有的物理极限。

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审视核心技术攻关的方法。
靠自己拼搏突破核心技术绝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或单
纯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核心技术攻关既要有独立
自主的精神和依靠市场力量、制度优势攻坚的信心，
也不能把自力更生与扩大开放对立起来，要打开大
门，吸纳全球智慧，在与世界的开放融通中实现创新。

我们更要抱有时不我待的精神和功成不必在我
的胸怀。加快营造鼓励创新大环境，沉下心来稳扎稳
打，认真打磨每个细节，切不可热衷概念炒作、急于求
成，更不能好大喜功、贪大求全。

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够克服从无到有的困难，也必
然有信心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在关键领域、卡脖子
的地方下大力气、真功夫，凝心聚力取得突破，把挑战
变成机遇，把大国重器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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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设工会召开庆“五一”劳模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昨

日，陕西省建设工会庆“五一”劳
模座谈会在西安召开。省总工
会副主席张剑出席并讲话。

张剑首先对省建设工会劳
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建设产
业劳模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
所发挥的作用、影响给予高度评
价。他指出，建设系统的各级劳
模和即将受到表彰的省五一劳
动奖、工人先锋号获得者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更好发挥劳模示范作用，
在全社会营造关爱劳模、学习劳
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为我
省追赶超越传递正能量。

会上，陕建六建集团交大创
新港项目瓦工唐宏军等 6名代
表进行了交流发言。

目前，省建设工会直管单位
共有各级劳模和先进307人。其
中，全国劳模 21人，全国五一奖
章 42人，省劳模 170人，部级劳
模57人。

全省各地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

本报讯（谢红江 邓晶晶）4
月 27日，宝鸡市召开庆“五一”
大会，表彰宝鸡工匠、技术能
手、五一劳动奖获得者。这是
宝鸡首次评选表彰宝鸡工匠、
技术能手。

大会上，宝鸡市政府授予周
红亮等 10人宝鸡工匠称号、王

英锋等 50人技术能手称号。市
总工会表彰了 10个五一劳动奖
状、50名五一劳动奖章。在受表
彰的 110名先进个人中，一线劳
动者87名，占总数的79.09%。

据了解，宝鸡工匠、技术能
手每两年评选一届，每届评选10
名宝鸡工匠、50名技术能手。

首届宝鸡工匠评选结果出炉

本报讯（张翟西滨）4 月 27
日，咸阳市召开追赶超越劳动竞
赛表彰暨班组建设经验交流会。

大会表彰了 10家助力脱贫
攻坚竞赛先进集体，12位助力脱
贫攻坚竞赛先进个人，10个职工
（劳模）创新工作室、示范岗，12
个工人先锋号。会上，全国优秀
班组赵梦桃小组任星等 6位代

表交流了班组建设、扶贫攻坚、
技术创新经验。

大会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
织要凝心聚力，积极投身“当好
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劳动
竞赛；要大力宣传劳模事迹，弘
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引领和
带动广大职工为咸阳追赶超越
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咸阳召开追赶超越劳动竞赛表彰会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4月
27日，商洛市庆“五一”暨第三届
劳模颁奖典礼举行。

大会表彰了 66 名劳模、30
名先进工作者、49个先进集体。
授予南京市对口帮扶商洛市工
作组脱贫攻坚特别贡献奖。

大会倡议：坚定理想信念，
做开拓创新、砥砺前行的时代先

锋；立足本职岗位，做脚踏实地、
不懈奋斗的行动楷模；提升自身
素质，做勤于学习、善于创新的
劳动者；弘扬社会新风，做遵纪
守法、团结和谐的促进者。

大会指出，受表彰的个人、
集体要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发
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商洛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商洛举行第三届劳模颁奖典礼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昨日，
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陕西省五
一劳动奖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
法》已于近日印发。《办法》规定，
推荐评选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
线、面向普通劳动者的原则。

《办法》指出，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是经省委、省政府同意设立，
由省总工会组织评选授予先进集
体、先进职工的省级荣誉称号，分
别为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陕西
省五一劳动奖章、陕西省工人先
锋号。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授予
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优秀企业、机关、事业、社
会团体和其他组织；陕西省五一

劳动奖章授予企业、机关、事业、
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中的优秀劳
动者和突出贡献者；陕西省工人
先锋号授予企业、机关、事业、社
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所属的优秀部
门或先进基层单位（班组）。

《办法》规定，推荐评选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面
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
动者的原则；坚持评选条件、比
例结构的原则。推荐对象均应
经基层工会民主推荐，优中选
优、层层选拔产生。县级以下工
会（含县级）实行差额评选程序，
即先提名，再采用差额方式确定
推荐对象。

《办法》规定，除评选全国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召开陕
西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的年份外，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每年评选表彰一次。每次
评选表彰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
30-50 个，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70-100个，陕西省工人先锋号120
个。评选人选中一线职工、产业
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科教人员
不低于总人数的70%，管理类人员
不超过总人数的30%。

《办法》同时规定，以下特殊
情况可即时授予陕西省五一劳动
奖，对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
事件中，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中，抢险救灾等危急情况下作
出突出贡献的；省委、省政府和各
市、省级厅局党委（党组）作出学
习决定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经所
属工会申报，可即时授予或追授。

评选将面向基层、一线、普通劳动者
省总工会印发《陕西省五一劳动奖评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六部委：让人民调解成维稳“第一道防线”
■发改委：预计今冬天然气保供压力仍较大
■生态环境部：加快推进污染源普查整体进度
■省医保中心与银行合作提高社保基金收益
■西安高新区启动2018年八大攻坚行动计划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激情五月
天，劳动最光荣。昨晚，由省国资委、省
总工会主办，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承办
的“礼赞劳动者 奋进新时代”五一汇报
演出在陕西宾馆大礼堂举行。省总工
会党组书记、主席白阿莹，省国资委党
委书记邹展业等领导出席并为陕煤集
团 2016-2017年度劳动模范和陕煤工
匠代表颁奖。

此次汇报演出是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落实省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坚持“五新”战略目
标引领、落实“五个扎实”要
求、奋力追赶超越的一次大鼓
劲，更是对“五一”国际劳动节
的一次献礼。

晚会由共赞劳动美、致敬
奋斗者、奋进新时代三部分组
成，参演的 13个节目既有传
统舞台曲目又有情景剧等新
艺术形式，演职人员均为陕煤

集团职工。小品《探亲》和情景剧《我们
的未来不是梦》礼赞劳动、礼赞奉献，观
众一边热泪盈眶，一边热烈鼓掌；大合
唱《不忘初心》礼赞新时代、畅想中国
梦，将整台晚会推向了高潮。

全国及我省五一劳动奖、工人先锋
号代表，省属企业员工代表，陕煤集团
32家文明单位代表，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等
多家媒体代表，共同观看了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