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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9 月 16
日，陕西省国防系统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职工书法美术
摄影展在西安举行。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
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总工会副主
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和省
委军民融合办、省职工文联等有
关单位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此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
美——与共和国同成长、与新时代
齐奋进”主线，聚焦国家繁荣兴
旺、企业创新发展、职工拼搏奋斗
主题，共收到投稿作品近 5000
幅。经过两轮评选，共甄选出 62
幅优秀作品和 263幅入展作品进行
展览。其中，书法作品 125幅，美

术作品50幅，剪纸作品4幅，摄影
作品146幅。

本次展览是全省职工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三
十万国防系统职工在为国防科技现
代化建设和我省追赶超越作出积极
贡献的同时，也诞生了一大批职工
艺术家。他们用笔墨和镜头，讴歌
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时
代，抒发对祖国的炽热情怀和无限
忠诚，展现新时代工人阶级的精神
风貌。展览充分展示了我省国防系
统职工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
程中的时代风采，抒发了爱党、爱
国的真挚情感，为陕西职工文艺百
花园增添了新的光彩。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中）出席并宣布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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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9月1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举办网络安全宣传
周、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是国家网络安
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坚持网
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保障个人信息安
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要坚持网络
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

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要坚持促进发展和
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
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
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要坚持安全可控和
开放创新并重，立足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16日在天津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
开幕式上宣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讲话。他说，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
握信息化发展大势，积极应对网络安全挑战，充分发
挥广大人民在维护网络安全中的主体作用，把“四个
坚持”的原则要求落到实处，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在网
络空间的切身利益。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2014年开始每年举办一
届。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
人民”为主题，9月16日至22日期间将举办网络安
全博览会、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主题
日等活动。

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
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国防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职工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开幕

习近平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我国就
业形势延续稳定态势。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 984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89.5%。

调查失业率也略有下降。统计显
示，8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
25至 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5%，比
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
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6小时，比上
月增加0.1小时。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
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就业
市场在一系列措施作用下保持稳定。
就业稳意味着收入稳，也意味着民生
稳，为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奠定了良
好基础。

前8个月我国完成全年
新增就业目标近九成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针对“CPI同比涨幅会不会
突破 3%”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16日表
示，物价控制在全年预期目标范围内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付凌晖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8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8%。总的来看，物价形势保持
稳定，但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点比较明显。目前，物价上
涨主要是由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的。最近
国务院出台一系列举措支持生猪生产，相信在市场机制调
节和政策支持下，市场供求会出现好转。

付凌晖分析，食品价格中猪肉价格在上涨，其他一些
食品价格在回落。从非食品价格来看，8月份非食品价格
上涨只有 1.1%，涨幅比上月回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同比上涨1.5%，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价格保持总体稳定有较好基
础。”付凌晖说，从食品价格来看，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其他
食品价格也比较稳定。从工业消费品来看，我国工业生产
能力较强，工业品价格上涨动力有限。服务价格保持总体
稳定，今年以来主要服务领域的价格同比涨幅保持温和。

有基础、有条件将物价控制
在全年预期目标范围内

据新华社天津9月16日电 记者 16日从 2019年绿色
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仪式上获悉，我国绿色
出行取得显著成效，绿色出行方式每天服务近3亿人次。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刘小明介绍，截至目前，
全国共有城市公共汽电车 67万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突
破34万辆，占比达51%，位居全球第一。共有37个城市开
通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5300公里。城市公共交通年客
运量超过900亿人次，共享单车日均使用量超过4000万人
次，绿色出行方式每天服务近3亿人次。

刘小明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我国城市
交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绿
色出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形成了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交通运输新业态新模
式蓬勃规范发展，为全球提供了中国经验。

记者了解到，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主要包括绿色出行主题公益宣传大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城市交通发展回顾、绿色文明安全出行教
育等系列活动。

我国绿色出行方式
每天服务近3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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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露）9月5日，商洛市总工会召开关爱
扶贫干部暨开展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为 345名驻村扶贫干部发放慰问品，并就消费扶贫经
费收支管理有关事项进行培训。

据了解，为推动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商
洛市总工会出台了《关于开展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的通知》，倡导各级工会在满足职工福利需求、保证产
品质量的前提下，每年安排不低于 30%的职工福利费
用于消费扶贫。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用于采购农特
产品的资金达 2460余万元，其中用于发放职工福利
2300余万元，用于“送清凉”“送温暖”活动物品采购
160万元。

商洛市总工会还积极推动旅游扶贫，在丹凤县、
商南县建立两家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接待南京等
地的职工和劳模 15批 2100余人，带动消费 800余万
元，其中直接带动农特产品销售60余万元。深化宁商
工会扶贫协作，推介商洛旅游和农特产品，累计帮助
销售农特产品280余万元。

商洛市总开展消费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记者 鲜康）9月11日，2019年全省工会
统计调查业务培训班在西安举办。省总工会一级巡
视员、副主席丁立虎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据了解，今年全国总工会将推进统计改革创新，
选取三个省份作为试点单位，陕西就是其中之一。统
计数据采集将不再使用数字证书登录，而是采用手机
号码+验证码、账号+密码、微信扫码三种全新登录方
式；数据指标也有较大调整，减少了 69项不便于统计
的工作指标。

丁立虎指出，统计工作是工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工
作，也是工会围绕全局、服务中心、服务职工群众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认识工会
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树立依法统计的概念，确保统计
数据准确、详实。他希望参加培训的基层统计工作人
员珍惜学习机会、加强交流互动，尽快掌握统计工作
改革的新要求新变化，切实担负起做好本地区本系统
本单位统计工作的责任。

培训班上，全总办公厅统计处张龙龙就统计指标
解释、上机实操等内容进行了专题培训。

全省工会统计调查
业务培训班举办

郭大为出席

本报讯 9月 16日，陕西省第六届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咸阳市启动。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兵出席开幕式并
讲话，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剑作为主办单位
代表发言，启动仪式由省委网信办主任鲍
永能主持。本届宣传周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网信办、省总工会等九部门共同举办，咸
阳市委市政府承办。

牛一兵在讲话中强调，要强化政治自
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要强化正面宣传，全力为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网上主流舆论强

势；要强化安全保障，不断提升网络空间防
护能力；要坚持教育引导，努力形成人人参
与维护网络安全的浓厚氛围；要树立正确
的网络安全观，共同构筑起强大的网络安
全屏障；要广泛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活
动，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网络清朗空
间、共创网络美好未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在互联网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张剑在讲话中指出，为党分忧、为政府
减压、为职工营造安全健康的网上环境，是
全省工会组织肩负的重要政治责任。省总
工会党组历来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成立全省工会网上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陕西省工会网上工作三年规划》，在职
工中广泛开展“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
好网民”活动，连续两年承办全国职工《网
络安全法》网上答题、“网络正能量”全国职
工微电影征集活动，多次组织全省职工网
络安全技能大赛、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
动，最大限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帮助职工
掌握安全用网技能，为保障网络安全发挥
了应有作用。

当日，网络安全博览会同时在咸阳市
举办，40多家网信企业参展。宣传周期间，

各主办单位将面向社会、企业、网民和青少
年，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大
讲堂、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等六大主题
日活动。

陕西省第六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侯雪
静 姚兵）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
最快的反贫困斗争——新中国成立 70年
来，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贫困发
生率下降至1.7%。

河南卢氏县84岁的胡玉良终于告别住
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搬迁到镇上易地扶贫
安置小区。从《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规划》实施至 2018年底，全国 870万和胡
老汉一样的贫困人口搬进新居，到 2019年

底，这一数字将扩大至1000万。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能发展、可致

富。胡老汉的孩子在县安置区配套建设的
扶贫车间找到了工作。目前，全国像这样
的扶贫车间有 3万多个，近 100万贫困人口
就业其中。

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每
个贫困户脱贫背后，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一
场需要拼搏的硬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全国各

地打响脱贫攻坚战。
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

万、1386万……6年来，全国共脱贫 8239万
人，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就有近 30人摘掉贫
困帽子。

历史跨越的背后，是中国跃居世界经
济增长第一引擎。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
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按照每
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

末到 2015年末，中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
了 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2.6个百分点；
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 32.2个百分
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全球
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
的发展中国家。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再过 1年多，2020年，中华民族彻底摆

脱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千年梦想，将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70年，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