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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姿态最美丽，奋斗的人
生最幸福。在新中国的每一个时
期，在伟大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到
处都是挥洒汗水、忘我拼搏的人
们，到处都留下了奋斗者披荆斩棘
的光辉足迹。

奋斗者，美在爱党爱国的人生
底色。提起黄继光、邱少云、焦裕
禄，提起罗阳、黄大年、南仁东，提起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河北塞
罕坝林场先进群体……这些闪光
名字的最亮底色，就是对党的无限

忠诚、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处境如何艰
难，他们始终把党和国家放在心中
的最高位置，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奋斗者，美在无私奉献的不懈
坚持。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
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时传祥

“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李保
国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区

为群众脱贫致富呕心沥血，王继才
夫妇坚守孤岛把青春年华全部献
给祖国海防事业……这些“最美奋
斗者”绝大多数都是平凡岗位上的
劳动者，但他们不忘初心、无私奉
献，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做出了不
平凡的事业，不愧是国家的脊梁、
民族的英雄、时代的楷模。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

每个人应有的状态。新时代的中
国，需要每个人以榜样为引领，爱
国、奋斗、奉献，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为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谱写更加
辉煌的篇章。 （郑海鸥）

奋斗的人是美丽的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22日发表《为人民
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70
年》白皮书。

白皮书说，70年前，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
了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新中
国70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70年；新
中国70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本
权利日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 70
年；新中国 70年，是中国不断为
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
70年。

白皮书指出，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发
展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不断总结
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
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自身
实际相结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
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
增进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努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和现

实都证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
条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丰
富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白皮书强调，当前，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随着国家
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人民必将
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权
利，中国人民必将在更高水平上
实现全面发展。

《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发表

新华社北京9月 21日电（记者
陈炜伟 王雨萧）70年，只是人类历
史中的短暂一瞬，中国发展却实现惊
人跨越。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
生产总值比 1952年增长 174倍，从积
贫积弱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奇迹”举世瞩目。

70年，中国经济体格逐步强健。
1952 年，中国 GDP 仅 679 亿元，2010
年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70
万亿元、80万亿元、90万亿元，近3年，
中国经济总量连续实现跨越，综合国
力与日俱增。

70年，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1950年，中国外贸规模仅11.3亿美元，
201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万亿
美元，增长超过 4000倍。从“卖大米”
到“卖高铁”，不仅实现了量的飞跃，更
实现了质的提升。吸引外资累计超过
2.1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实现从零到千
亿美元的飞跃。

70 年，中国高质量发展日益凸

显。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高达 50.5%，2018年，农业增加值比重
降至7.2%，服务业占据半壁江山，实现
了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
转变。

70年，中国经济力量激越澎湃。
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
年的 1.8%上升到 2018年的接近 16%。
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当之无愧
的第一引擎。

当今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一大
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
汇储备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联合国大会主席蒂贾尼·穆罕默
德-班迪表示，70年间，中国从一穷二
白的国家，发展为对全球治理贡献越
来越大、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经济带动作用越来越大的国家，这
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整个中国
社会充满活力，面貌日新月异，中国发
展前景光明。

7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超170倍

新华社北京9月 22日电（记者
于文静）9月 23日将迎来中国农民丰
收节，丰收的喜悦是沉甸甸的——新
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粮食年产量增
长近 5倍，从 1949年的 2263.6亿斤增
加到 2018 年的 13157.8 亿斤；年人均
占有量翻了一番多，从 400多斤增加
到900多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7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不断进步，
如果以千亿斤作为一个台阶计算，已
先后迈上 11个新台阶，由供给短缺转
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其中，1996年粮
食产量历史性突破 10000亿斤大关，
2012 年至 2018 年产量连续保持在
12000亿斤以上。2004年以来，粮食
生产实现“十五连丰”。

稳定丰收的成就来之不易，既要
克服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病虫害，
还要面对日益趋紧的水土资源，解决
价格和成本等压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水稻、小麦、玉米三大
谷物自给率保持在 98%以上。事实证
明，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
手上。

仓廪实的背后，是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科技能力不断提升。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超过 10亿亩，小麦生产基本
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超过 80%，主要农作物良
种基本实现全覆盖，科学施肥、节水灌
溉、绿色防控等技术大面积推广。

70年来，中国人碗里的粮食品种
从粗到细再到粗，数量从少到多再到
少，人们越来越重视粗细搭配、少而
精。一碗饭的变化，折射的是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变迁。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李国祥说，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
安全是头等大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
全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
能松。

70年，中国粮食年产量增长近5倍

新华社北京9月 20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信部部长苗圩20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说，7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
增长超 970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
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
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
家，用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所
走工业化历程。

新中国成立 70年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工业实现历史性跨越。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
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
份额 28%以上，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
长的重要引擎。

“以钢铁为例，1949年我国钢产量
只有 15.8万吨，只占当年世界钢产量

的 0.1%。2018年，我国钢产量已超过
9亿吨，长期占据世界钢铁半壁江山。”
苗圩说。

苗圩说，我国高度重视工业体系
的建设，经过 70年的发展，已经拥
有 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
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
的国家。

此外，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
利数达到93.4万件。一些技术已经从
过去的“跟跑”到“并跑”甚至向“领跑”
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业化和信
息化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快，智能制造
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2018年，数字
经济的规模达到 31.3万亿元，居全球
第二位。

我国是全世界
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鲜康）9月 20
日17时40分，71402次列车从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神木西
站发车，这标志着陕西首趟万吨重
载列车成功开行。该趟列车的开
行将进一步拓宽北煤南运、陕煤外
运的运输通道，对于挖掘包西铁路
运输潜力，提高山西、陕西、内蒙古
地区煤炭外运保障能力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71402 次列车总重 10277 吨，

由神木西站始发，经包西铁路驶向
河北唐山曹妃甸西站，全程运行
1200 余公里。2018 年，发挥陕煤
外运重要作用的包西铁路线运输
煤炭 6319万吨。此次万吨重载列
车开行后，包西铁路线煤炭总运量
有 望 突 破 7240 万 吨 ，增 幅 达
14.5%，对进一步提升陕煤外运能
力，增加陕西煤炭等大宗货物货运
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确保万吨重载列车顺利

开行，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组织对神木西站进行扩能改
造。2019年 7月顺利完成设备改
造施工，神木西站成为陕西首个具
备万吨重载列车编组能力的车
站。同时，该公司多次进行万吨列

车运行试验，测试线路设备、机车
车辆安全性能，配套完善运输组织
办法、安全作业标准、应急处置预
案、牵引操纵办法等，为万吨列车
运行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措施和设
施设备保证。

我省首趟万吨重载列车开行
可拓宽北煤南运、陕煤外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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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9 月 20
日，由省委网信办、省妇联、省总工
会共同举办的陕西省第六届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
主题活动在陕西省家风馆举办。
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省妇
联兼职副主席李秀华出席并致辞，
省妇联巡视员陈小江主持活动。

李秀华在致辞中表示，全省各
级工会、妇联组织要充分发挥在网
络空间的组织优势和群众资源，坚
持广泛参与，积极宣传贯彻网络安

全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进企业、进车间、进班
组，充分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技
能，有效提升广大职工网民的网络
安全意识和防护水平；坚持齐抓共
管，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氛
围，监督企业切实履行网络安全保
护义务，引导广大职工培养良好的
网络行为习惯；坚持净化空间，加
大对违法和不良有害网络信息的
举报力度，努力维护国家网络主
权，为国家安全和互联网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据了解，从 2014年起，国家将

每年的 9月 16日-22日设为网络
安全宣传周，目前全国已经连续举
办了五届。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
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
安全靠人民”，宣传周通过举办校
园日、电信日、法治日、个人信息保
护日等一系列主题日活动，提高公
众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

活动上，好网民代表宣读了个
人信息保护倡议书，活动策划推出

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竞答、网络安
全小课堂和现场抽奖等活动。此
外，在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省总
工会与省妇联还联合推出了“网络
安全小课堂”“网络安全知识有奖
竞答”等线上宣传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引导广大职工、妇女
更好了解、感知身边的网络安全风
险，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
能，养成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安全
上网的良好习惯。全省企事业单
位代表8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

陕西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举办

←9月19日，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举
行职工合唱比赛，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图
为比赛现场。 谭永平 摄

↑9月21日，中建西北区域总部（中建丝路）
职工健步走活动在西安世博园举行，300名职工
参加活动。当日，中建新疆建工西北分公司职工
健步走活动也在西安世博园举行，200余名职工
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据《工人日报》由全国总工
会、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开
展的第七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
出律师”评选活动日前正式启动，
候选人将从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
作出突出贡献、取得突出成绩的优
秀工会公职律师、社会律师中产
生，最终评选表彰 10名“全国维护
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要求推

荐的律师候选人必须拥护中国共
产党领导，模范遵守律师职业道德
和执业纪律，积极参与劳动关系领
域法律法规政策制定、职工法治宣
传教育、劳动法律监督、劳动争议
调处，为职工和工会组织提供法律援
助和法律服务，热心职工维权事业，
并在职工和工会组织中认可度高。

全总法律工作部负责人表
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

师”评选表彰活动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依照评选条件，严
格评选程序，接受社会监督。评
选活动分为组织推选、确定候选
人、社会公示、研究审定和表彰宣
传等步骤，并特别设置了专家评
审、实地考察和两级公示等环节，
以增加评选的客观性、公正性。
最终当选者将被授予“全国维护
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称号。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
师”评选活动自 2006年开始，每两
年举办 1次，选树、表彰和宣传了
一批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先进
典型，激励更多律师投身职工维权
服务事业，在新时代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化解劳动关系矛盾、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目前，已评
选表彰了59名杰出律师。

第七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讯（沈谦）9 月 21 日下
午，西安航空基地、清华大学合作
暨 300MN（3万吨）等温锻造液压
机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标志
着全球最大的等温锻造设备项目
正式落户西安航空基地。

签约仪式上，西安航空基地与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清华大学天
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清华大学航天

航空学院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
西安航空基地将与清华大学在科
技成果转化、人才互动交流等领
域，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
系，并进行多种形式的产学研项目
推广，实现科技资源共享，推进校
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此次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
研究院与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300MN等温锻造液压
机项目，将建设全球最大的等温锻
造液压机。液压机采用与 400MN
航空模锻液压机同样的钢丝预应
力缠绕结构，具备低速控制、平衡
控制、保压控制等功能，能够有效
提高设备刚度和使用疲劳寿命；建
成后，将主要用于等温锻、热模锻
的工艺研制，适用于温合金、钛合

金、粉末合金等各种难变形合金材
料及复杂形状的大型结构件、盘类
零件、航发叶片等高端锻件的等温
锻造成形。该项目的建设对我国
实现大型模锻结构件、精密盘轴类
等温锻件的自主制造、自主研发具
有重大意义，将显著提升我国航空
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促进我国
新材料加工领域的技术进步。

全球最大的等温锻造液压机项目落户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