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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傍晚，
陕西省劳动模范、
北方光电集团关键
技 能 带 头 人 李 永
平，在陪女儿做完
一套复习题后，一
起为高考加油。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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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闫雨田）近日，省总工会出台
《陕西省工会系统新媒体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 5章 22
条，从组织运维、发布内容、安全及舆情处
理等方面对工会新媒体管理运行进行了
具体规范，并于 6月 22日起正式实施。

《办法》中明确，工会新媒体包括省、
市、县（区）总工会，各级产业工会，各单列
单位工会，省总机关各部门、直属单位开设

的网站、移动客户端、微博、微信公众号、今
日头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

《办法》要求，工会新媒体要严格实行
账号开设、变更、关停、注销的备案制度，建
立自查制度。要配齐配强工会新媒体工作
人员，定期组织运维人员培训，做好内容发
布、运营安全、巡视检查等工作。要以内容
建设为根本，围绕工会中心工作，推送与职
工群众密切相关的重要政策文件信息，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
分挖掘“三工”素材，办出“工”字特色。

《办法》提出，各单位要注重用生动活
泼的新媒体语言和动漫、短视频、H5、直
播等新技术提升宣传效果，开展寓教于
乐、受职工喜爱的网上活动，网聚职工正
能量，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
化。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注重信息的
准确性、权威性、时效性和完整性，严把

政治关、政策关、内容关、法律关、保密关、
安全关。要加强网上互动回应，对工会新
媒体留言、跟帖、评论等互动环节进行实
时管理，优化用户体验，提高响应速度，对
职工群众诉求要限时办结、及时反馈。

据了解，近年来全省工会系统新媒
体建设发展迅速，全省各市县总工会现
有各类新媒体账号百余个，辐射近 350万
职工会员。

省总工会出台办法 推动工会新媒体管理规范运行

骄阳似火，党旗飘扬。7月 2日上午，
在赵梦桃纪念馆现场学习后，省总工会办
公室研究室党支部与西安庆华公司五分
厂党支部党员面对鲜艳的党旗重温了入
党誓词，当来自庆华公司的党员孙友平
从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安强手里接过“20
年党龄纪念牌”时，让已有 23年党龄、25
年工龄的孙友平备受鼓舞：“这是我在党
的生日之际收到的最好礼物！我一定要
像纪念牌上说的那样，一日当党员，终身
作奉献，听党话、跟党走！”

与孙友平一样，参加活动的全体党
员都被感动了！大家聚在一起，重温入
党誓词，重读入党志愿书，为党员过政治
生日，感悟延安精神、梦桃精神、人民兵

工精神，锤炼党性，砥砺初心，共同汲取
干好本职工作的精神力量，过了一个难
忘而有意义的主题党日。

这是一次接受革命精神教育的活动
在省总工会座谈交流时，省总工会党

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仲茜围绕“用革
命精神锤炼党性”这一主题，给大家上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庆华公司党委副书记吉
喆讲述了人民兵工的光辉历史和“把一切
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丰富的内涵，使
同志们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

张仲茜说，延安精神是革命精神的
集中体现，那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梦桃精神、
人民兵工精神、西迁精神、巴山精神等都
可以从延安精神中找到根脉，都是我们
党带领人民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梦桃
精神的深刻内涵是“跟党走、同奋斗、不
掉队”。人民兵工精神处处体现的是“国
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每一名党
员都要不断用革命精神特别是延安精神
锤炼党性，从中汲取力量，把支部这个战
斗堡垒建得更强，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发挥得更好。

省总工会机关党员苗冬冬在交流发
言时说：“去年在庆华公司的火工车间，闻
到火药味很重，感到工作安全风险很大；
而在纺织车间，更是噪音大，冬冷夏热。

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下，职工们却能几十
年如一日埋头苦干，这是信念的力量，也
是人民兵工精神、梦桃精神的体现。可
敬可爱的庆华职工、纺织职工都是最美
的劳动者，与他们在一起，我们的灵魂就
会得到净化。”

庆华公司党员李景梅在交流发言时
表示，让人感触最深的是“高标准、严要
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方便和不
让一个伙伴掉队”的梦桃精神。通过学习
感悟，我认为“梦桃精神”与“人民兵工精
神”一脉相承，我们要在自已的岗位上像
赵梦桃那样“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更
好牢记兵工企业“履行强军首责，支撑一
流军队”的光荣使命。 （下转第二版）

——省总工会办公室研究室党支部与西安庆华公司五分厂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侧记

用革命精神锤炼党性

2018 年 12 月 21 日，我来过陕西工人报
社，距今天 557天。当时，报社的环境给我的
深刻印象就是条件比较简陋、有点脏兮兮，感
觉大家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实属不易，从那
个时候，我们就下决心一定要改造提升环境，
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好环境才会吸引来人
才，好环境才会使人有精神、在状态，得到尊
严、得到体面，这是起码的认识。只有把环境
改造好，才算对得起同志们，特别是正在干事
创业的青年人，这个很重要。好环境能够促
使一个优秀团队的形成，包括办公环境，也包
括人文环境、干事环境，这是大环境的概念。
为青年人创造良好的干事和发展环境，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时刻想着怎么让
青年人发展得更好、行得更稳更扎实，让他们
少受挫折、少走弯路，这样才能赢得青年人的
心，赢得青年人的心，才能赢得未来。

我一直想和报社的同志们见见面、说说
话，明天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在这个
时间节点，我们作为党的人在一起忆党史、说
党话，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给大家鼓劲加油，看报社还有什么需要
我们推动和解决的问题，看怎样把我们的报
纸办得更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办报人的价
值都凝聚在报纸上，报纸的价值有多大，办报
人的价值就有多大，所以我们要视报如命，这

个“命”，就是安身立业之命。围绕把报办好，
首先我谈几点认识，和同志们交流。

报纸反映的是现实，记载的是历史，承载
的是文化。据史料记载，在距今 2000多年前
的汉代，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报纸，是当时的
官府用以抄发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文件及
有关政治情况的刊物，称为《邸报》。原藏于
敦煌莫高窟的唐代《进奏院状》，是中国已知
的最早的一份手抄邸报，距今已有 1100多年
了。但古代社会的报纸或不是纸质的，或不
是印刷的，或非定期、连续发行，一定意义上
也不是面向公众的。现代意义上的报纸直接
起源是德国 15世纪开始出现的印刷新闻纸，
一般把1615年创刊的《法兰克福新闻》视为第
一张真正的报纸，因为该报有固定名称，每周
定期出版一次，每张纸上印有数条而不是单
条新闻。报纸的英文一词最早出现于1665年
英国第一家报纸《牛津公报》上。办报人对报
纸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心中有数。

小报纸，大事业，影响人、塑造人、提升
人，甚至改变前途命运。1935年 9月，刚翻过
雪山、涉过草地的红一方面军占领了甘肃省
宕昌县哈达铺镇，毛主席正在为红军转移方
向踌躇不定，就在这时，从一个敌少校副官身
上搜到了几张近期的报纸，其中一张《晋阳日
报》上写道：“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

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
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报纸还附有一张所谓

“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据此，毛主
席听了当时唯一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陕西党
组织的负责人贾拓夫的意见后，说了四个字

“到陕北去！”，这才决定了红军的落脚点，它
也是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在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张报纸，就可能没
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

作为工会报业人，我们还要了解工人报
刊的历史。第一张全国性工人报刊，就是中
国共产党 1921年 8月创办的《劳动周刊》；第
一份工人日报，就是中国共产党省港罢工委
员会 1925 年 6 月 24 日出版的《工人之路特
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创
刊于1949年7月15日，毛主席曾两次为《工人
日报》亲笔题写报头，在同类报纸中，只有《人
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能享此殊荣。我们《陕
西工人报》的前身是1950年创刊的《西北工人
报》，1956年正式更名，报头原来也是选用的
毛体，和《工人日报》相比，也是有历史、有味
道的报纸，至今已有70年。我讲这些，主要有
两个意思：一是不要忘记工人报刊首先姓

“党”，要爱党、护党、为党，二是在70年这个重
要的时间节点，要重整行装再出发。

《陕西工人报》作为党的喉舌，为工人阶

级发声，也是省总工会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无
论新闻宣传方式怎么变，这块阵地不能丢。
如果没有陕工报，我们就会感觉“黯然失
声”。如果一个人不会出声，就是一个不健全
的人，对政治组织也一样。2018和 2019年，
《陕西工人报》发行量连续两年保持在 7.3万
份以上，在陕西有较大的影响力，得到广大职
工群众喜爱，很多职工读报的兴头，就是从读
陕工报开始的，这与你们的努力分不开，功劳
是大家的，都付出了汗水和努力。希望你们
强化宣传创造价值的理念，把陕西工人报越
办越好。讲五点要求：

第一，新班子更应该有新气象。省总工
会党组高度重视报社班子建设，是在充分调
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产生的新班子。领
导班子强，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四梁八柱一
定要立得很端正，基础打得很牢，这个建筑
才能成为一个坚固的建筑。领导班子作用
怎么发挥呢？首先靠的是团结。合作是最
强的战斗力。现在大家越来越体会到，在一
起工作，既是组织安排，又是人生缘分，应该
倍加珍惜、互相欣赏、学学相长。作为团队
成员与人合作要成为习惯。团结产生好心
情、好状态，我们既要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更要懂得会团结产生“高颜值”，与人为
善的人、和谐相处的人，都会显得年轻；老琢

磨人的人、老想整人的人、老给人造成不愉快
的人，就会把自己弄得一筹莫展、愁眉苦脸。
人不怕累体，就怕累心，累体容易恢复，累心就
会累出心病，心病不好治。不和谐、不对路、不
对卯，就不团结，就会产生“心墙”，世界上最厚
的墙是心墙，一旦有了心墙，就很难拆除。我
多次谈过兴头和劲头的问题，有兴头就有劲
头，心劲是最大的劲。二是靠发展的眼光。
有学者统计，一个新的传播媒体普及到 5000
万人，收音机用了 38年，电视用了 13年，互联
网用了 4年，而微博用了 14个月，微信只用了
10个月，这对纸媒的冲击很大，2019年元旦这
一天就有 17家纸媒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办
报人要有紧迫感、危机感。现在是全媒体时
代，新媒体发展是大势所趋，要加快纸媒与新
媒体的融合发展，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
创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
我们的报纸办得更时尚，更接地气，更有影
响力。三是靠进取精神。市场经济不同于
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是大
鱼吃小鱼，市场经济是快鱼吃慢鱼。所以在
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定要有进取精神，而且
还要有创新的理念、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作
为，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我们坚信，报
社这个团队一定能够在开拓进取中体现本
领和能力。 （下转第二版）

在陕西工人报社调研时的讲话
（2020年6月30日）

郭大为

程福波，男，汉族，1970
年9月生，重庆人，1992年7
月参加工作，1992年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工程硕士学位，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航
空工业总公司成都飞机工
业公司民用飞机制造公司
党总支书记兼副经理，中
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指挥长室生
产指挥长、副总工程师，中

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工会主席、董事、党委副书记，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长，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常委，2020年
6 月任陕西省政府党组成员，2020 年 7 月任陕西省政
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程福波同志简历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月 3日，陕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西安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和平主持全体会议。会议经审议
表决，决定任命程福波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
决定任命程福波为副省长

本报讯（记者 刘强）7月 3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到航天六院7103厂，走
进“张占军、岳敏劳模创新工作室”，就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给郑州圆方集团职工
回信精神进行宣讲，并与工会干部和职工劳模座谈。

吴志毅在宣讲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为陕西发展提出“五项要求”，是每一名陕西
职工奋斗的方向，是工会组织工作的方向。省国防系
统广大职工要以讲话精神和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定理
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

吴志毅强调，要聚焦推动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
部署，在装备制造、人工智能、5G等领域，积极发挥主
力军作用，全力保障重点型号、重大项目的科研生
产。要继续加大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力度，更好发挥
劳模的创新引领作用，推动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的产业工人队伍，为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宣讲中，吴志毅对当前陕西工会开展百万职工消
费扶贫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他强调，这一行动是陕
西工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的重要举措，是陕西工会打造的新时代工农联盟扶
贫新模式，系统各级工会要提升政治站位，统一思想、
凝心聚力，贯彻好中省有关批示指示精神，坚决做好
职工消费扶贫工作。

吴志毅到航天六院7103厂开展宣讲活动

据《人民日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国务院批准，
从 2020年起，我国每两年将举办一届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由人社部主办，广东省人民政府承办，广东
省人社厅、广州市人民政府协办。本届大赛共设
86个竞赛项目。其中，世赛选拔项目设 63个竞赛
项目（含第四十六届世界技能大赛 9个拟新增项
目），国赛精选项目设 23个竞赛项目。本届大赛
分全国总决赛和省级（行业）及以下选拔赛。全

国总决赛以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
位组队参赛，相关行业可组队参加部分世赛选拔
项目比赛。

《通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定于 2020年 12月在广东省广
州市举办。对全国总决赛各竞赛项目获得前 3名
的选手，相应颁发金、银、铜牌。对各竞赛项目前
5名获奖选手（团队双人赛项前 3名、三人赛项前
2名），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获优胜奖以上
选手可直接晋升技师（二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
能等级，已具有技师（二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的可晋升高级技师（一级）。

每两年举办一届 本届共设86个竞赛项目

我国将举办首届职业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