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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7时40分，D5096次列车从西安火车站驶出。
西榆动车的通车，标志着榆林从此跨入“动车时代”，榆

林旅客列车速度经历了最开始每小时 40 多公里，到现在每
小时160多公里质的飞跃。榆林到西安，从第一趟旅客列车
开行时的17至18个小时，到动车开行后的4小时46分，必将
为群众带来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为榆林这片投资兴业
的热土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西安至榆林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首发
朝发古城 午达塞上

本报讯（周明）记者 6月29日从省委组
织部获悉：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省共有
党员277.84万名，比上年净增66461名；党的
基层组织12.39万个，比上年增加2349个。

从我省党员年龄、学历和职业结构来
看，高素质人才和队伍年轻化比例持续
增长，党员队伍结构也更加优化。据统
计，我省共有女党员 808465名，占党员总

数的 29.10%；少数民族党员 22599 名，占
党员总数的 0.81%；35 岁及以下的党员
738448 名，占党员总数的 26.58%；具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 146.15万名，占党员
总数的52.60%。

2019年，全省共发展党员 82149名，比
上年净增2923名。其中，发展具有高中、中
技学历的党员45142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

54.95%；发展具有大、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党
员 34045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 41.44%；发
展非公企业在岗职工党员 2663名，占发展
党员总数的3.24%；发展社会组织在岗职工
党员1003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1.22%。从
社会职业来看，占比前两位的分别是，学生
46651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 56.79%；农牧
渔民11064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13.47%。

从数据来看，我省更加注重从产业工
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和在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全省
党员队伍持续壮大结构更优，也更加符
合现实需求。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省党的基层
组织中，有党委6738个、党总支7204个、党
支部110026个。

截至去年底全省共有党员277.84万名

陕西省总工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大会
郭大为出席并讲党课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7月 1日，陕西
省总工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
年大会，深情回顾和热情歌颂我们党从
诞生到夺取革命胜利、从建设社会主义
到推进改革开放所走过的 99年光辉历程
和取得的丰功伟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并讲党
课。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张仲茜主持。

郭大为围绕“提升工会治理能力，建
设让党中央放心、让职工群众满意的模
范机关”这个主题，首先从“抗击新冠疫
情，给国人温暖，让世界惊叹；决战脱贫
攻坚，创造了奇迹，让世界瞩目；全面从
严治党，使全党巨变，让世界震撼”三件
大事讲起，深情讲述了在急难险重中我
们党为人民的初心和独特的制度优势、
治理能力。其次，通过三件大事深刻阐
述了三个强烈感受：中国共产党具有顽
强的革命意志、坚强的领导力和强大的
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中国共产党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担当的政党，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勇于自我革命。再次，联系工会工作实

际，从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三个方面，
论述了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
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国家政权的重要社

会支柱作用。讲课中，郭大为理论联系
实际，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为省总工会
机关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使

同志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感受党的
丰功伟绩中受到了一次重要的思想教育
和政治洗礼。

郭大为强调，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工会要坚持自
觉接受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
向；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
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要坚持正确思
想政治引领，团结引导广大职工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坚持工会基本职
责，让广大职工更多更公平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坚决
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大局稳定。

郭大为强调，提升工会治理能力、建
设新时代工会模范机关，就要坚持“当好
群团组织排头兵，力争陕西工会多项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不动摇，做到

“四个走在前列”：一是要政治过硬，践行
“两个维护”走在前列；二是要组织有力，
机关党的建设走在前列；三是要本领高
强，工会整体工作走在前列；四是要作风
从严，干部队伍建设走在前列。要发扬
真抓实干之风，凝聚奋发作为之气，彰显
走在前列之能，为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
超越新篇章做出工会人的新作为。

郭大为讲党课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 近日，省总工会第六党支部、西安机务
段动车组运用车间党总支组织党员，到省测绘地理
信息局国测一大队开展支部共建“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忠诚担当 争创一流”主题党日活动。省总
工会党组成员、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省妇联兼职副
主席李秀华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党员们参观了新建成的国测一大队
精神展示室，深刻体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的测绘精神。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交流会上，国测
一大队大队长、2020 珠峰高程测量现场总指挥李
国鹏，详细介绍了该队基本情况及珠峰高程测量
现场情况，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国测一大队老队
员老党员的回信。

李秀华在讲党课时指出，国测一大队是英雄群
体，事迹感人至深，其精神与梦桃精神、交大西迁
精神一样，是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具体体
现。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与学习弘扬梦桃精神、测绘精神、西迁精神等结
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
度优势、资源优势、群众优势，做好服务职工工
作，更好教育引导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
岗位、练就本领，争当时代弄潮儿，为经济社会发
展多作贡献。

省总工会第六党支部

到国测一大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杨开泰）6月 30日，商洛市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总结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商洛市总工会
2019年度再次获得优秀等次，实现 11连优。驻村扶
贫连续 4年被表彰为优秀。

近年来，商洛市总工会在省总工会的坚强领导
下，充分发挥工会“五大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着力
干好党委想干的事，帮政府干好正在干的事，解决职
工操心的事，全市工会工作呈现出党政高度重视、部
门全力配合、成效显著提升的新格局。

商洛市总目标责任考核11连优

本报讯（窦皓）6月 29日，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马治东带领工会干部来到佳县
上高寨乡徐家西畔村，为脱贫攻坚“四支队伍”送
清凉并看望慰问老党员。

当日，马治东一行到贫困户徐生胜、云润香
家中慰问，并看望慰问两名 71 岁老党员，为他们
送上慰问金。马治东还实地查看了市总工会为
村上捐资修建的养牛场，鼓励全村继续发展好养
殖产业。

■世界逾百政党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九周年
■全国有170万大学生踏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我国首台500千瓦波浪能发电装置“舟山号”交付
■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再生铜铝原料国家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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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为引导广大职工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和中国工运史，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
成立 95周年，激发广大职工的爱党爱国热
情，增强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全国总工
会决定组织开展“中国工人杯”全国职工
读书知识竞赛，初赛阶段的线上竞答活动
于 7月 1日正式拉开帷幕。

7月 1日启动的“中国工人杯”全国职
工读书知识竞赛线上竞答活动将持续开
展49天，8月18日结束，采用每日积分答题

和每周挑战答题两种方式进行，同时设置
了丰富多样的奖项。竞答内容主要包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工人运动史、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决胜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普知
识等方面。“全总职工书屋”微信公众号、

“中国工人”微信公众号推出线上竞答专
区，各地工会主要新媒体同步参与。与此
同时，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主题阅读

活动的基础上，各地工会还将层层发力，
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下读书知识竞赛。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有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知识竞赛这种职工
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旨在引导广大职
工读书明理，读书知责，读书修身，读书
砺能，求知善读、终身学习，不断提升技
能素质，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建功立业，汇聚团结奋
进的强大正能量。

据介绍，“中国工人杯”全国职工读书

知识竞赛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和
中国工人出版社主办。“中国工人杯”全国
职工读书知识竞赛是 2020年全国总工会

“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
我”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整
个竞赛活动历时半年，分为初赛、复赛、
全国总决赛等阶段进行。今年 4 月 23
日，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已经公布 2020年度全国职工主题阅
读活动指导书目（共 20种），动员引导广大
职工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

“中国工人杯”全国职工读书知识竞赛启动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准备出发准备出发

本报讯（李国利 徐新芳）笔者从西安卫星测控
中心获悉，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 7月 1
日顺利进入长期运行管理模式，至此，30颗北斗三
号全球组网卫星全部进入长管模式，中国北斗朝着
完整服务全球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目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正在积极开展平台和
星间链路在轨测试，为早日接入星间链路系统和入
网提供导航服务做最后的冲刺。

据了解，在多年管理北斗导航卫星的基础上，
这个中心不断完善卫星诊断知识，提前建立完备的
卫星故障处置预案，同时针对卫星特点开发遥控作

业自动生成软件，只需将遥控指令和遥测判据填入
特定程序中，即可一键生成指令条块，让卫星管理
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加科学高效。

与此同时，为实现北斗二号向北斗三号系统平
稳过渡，面对有限的地球同步轨道资源，这个中心
先后对多颗北斗二号卫星进行轨道控制，保证了北
斗三号卫星轨道位置，同时有效保障用户服务不受
影响，实现无缝衔接。

6月 23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从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6月 30日成功定点于
距离地球 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

30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全部进入长管模式

人民网北京7月1日电（任妍）今日，记者从财政
部获悉，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财
政部共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意见》提出，在援助对象上，要综合考虑当地
法律援助资源供给状况、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等
因素，推动法律援助逐步覆盖低收入劳动者，重点
做好农民工、工伤职工和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
工的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在法律援助事项上，
要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给予社会保险待遇等事项基础上，推动有条件的地
方将经济补偿、赔偿金等涉及劳动保障事项纳入法
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

《意见》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和司法
部门要建立完善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协作工作机制，
共同加强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以下简称仲裁院）通过引导当事人拨打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或登录法律服务网等
方式进行法律援助咨询，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的农民工和困难职工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
构要在仲裁院公示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地址、申请
材料和工作流程等信息。有条件的地方，司法行
政机关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当地仲裁院设立法律
援助工作站，或在当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调
解仲裁法律援助窗口，为当事人提供便利。

我国扩大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范围

榆林市总看望慰问农村老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