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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 12 时 01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成功将
高分九号04星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获得圆
满成功。

高分九号04星是
一颗光学遥感卫星，主
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
规划、农作物估产和防
灾减灾等领域。

新华社发
（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0404星星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五

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
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开门
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
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
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

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
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我国将于 2021年开始实施“十四五”
规划，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根据
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规划建议编制工
作安排，有关方面近期将通过多种形式
征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等对“十四五”
规划的意见建议。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据《工人日报》 今年8月1日至7日是
第29个世界母乳喂养周。8月5日，中华全
国总工会女职工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
口家庭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小
屋见大爱‘喂’爱加油”世界母乳喂养周宣
传活动。记者了解到，全国各级工会 5年
来累计投入专项资金近亿元，推动女职工
休息哺乳室在各地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
商务楼宇中广泛建立，为孕期哺乳期女职
工提供安全、私密的休息哺乳场所。

自 2014年全总部署推进女职工休息

哺乳室建设工作以来，一大批“爱心妈咪小
屋”“母婴关爱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
立。近年来，全总女职工委员会还以推进
女职工休息哺乳室建设为切入点，全面推
动用人单位建立健全性别平等制度机制，
通过推动加强生育保护、结合实际实施弹
性工作安排以及为职工提供子女托育托管
服务，促进建立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服务
用人单位发展、服务职工需求。

宣传周活动中，全总女职工部负责人
介绍了全国工会系统促进母乳喂养、推进

女职工休息哺乳室建设和推动创建家庭友
好型工作场所等情况，北京、河北、上海等
地交流了经验做法。据介绍，北京市总工
会联合卫计委等部门，推动“母婴关爱室”
建设由企业发展到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
河北省总工会将“爱心妈咪小屋”融入工会
普惠化项目、职工之家和职工书屋等工作，
并实现“爱心妈咪小屋”一键导航；上海市
总工会制定了“爱心妈咪小屋”星级评定办
法，拓展服务项目，满足女职工多元需求；
福建各级工会推动建设“妈妈小屋”写入女

职工专项集体合同条款；四川省总工会引
导基层结合实际，选择不同方案建设小屋，
带动全省建设小屋上万所。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等相关负责人对工会系统所做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近
年来，全国总工会致力于推动家庭友好型
工作场所建设，帮助职工减轻育儿压力，
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这一国际先
进理念，不仅帮助儿童健康成长，还能促
进性别平等、保障妇女权益。

全国工会5年投入近亿元建设女职工休息哺乳室
“小屋见大爱 ‘喂’爱加油”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4.7%
■教育部：查不到代码的学校都是“虚假大学”
■财政部：超五千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已落实
■我国应急管理系统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验收
■西气东输气源地前7个月油气产量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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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5日，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到陕西粮
农营销物流集团一线仓库开展

“送清凉”慰问活动并调研消费
扶贫工作。陕西粮农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利民，省农林水
利气象工会主席周晓芳一同参
加调研慰问。

张剑来到陕西粮农营销物流
集团扶贫产品储蓄仓库，仔细察
看了产品的质量，详细询问了产
品分装和订单发货情况，并对下
一阶段消费扶贫产品销售提出了
具体要求。他表示，自陕西工会
消费扶贫产品采购平台建设运营
以来，粮农集团与省总网络中心
的平台管理人员一道为陕西工会
消费扶贫行动奔忙，顶着“只能成
功不能失败”的政治压力和时间
紧、任务重的责任压力，在产品整
合、销售、服务等方面快速行动、
统筹运作，很好完成了“千万扶贫
产品送清凉”任务。同时，要求粮
农集团工会在完成陕西工会消费
扶贫任务的同时，也要关心一线
职工生活的身体健康权益，科学
安排生产，精心部署防暑降温措
施，让职工度过一个清凉的夏季，
以更好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张剑指出，陕西百万职工消
费扶贫行动是省总工会党组审时
度势、服务大局，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级有关消费扶贫文件精神
的重要决策部署，对于帮助贫
困群众持续增收、构建社会扶
贫长效机制、形成陕西大扶贫格局、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战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粮农集团要做好供
应商“排头兵”“领头雁”，扛牢扛实国企的使命担
当，为助力陕西工会消费扶贫、打赢我省脱贫攻
坚战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要探索建立消费扶
贫的长效机制，共同把消费扶贫平台、商城打造
成为品牌工程、暖心工程，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
局面。要整合内需产品提升职工生活质量，开展
丰富多彩的普惠服务，探索建立工会内循环经济，
把全省职工会员的消费能力提振起来，把职工的
生活质量提升作为畅通大循环的根本基础。

省总工会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和网络中心
参与调研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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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队训练编队训练

8月5日，渭南市区湭河公园北段，武警陕西总
队渭南支队官兵正在进行冲锋舟编队训练。

连日来，支队官兵“战高温、斗酷暑”，开展冲锋
舟离（靠）岸、编队航行、水上救援等课目训练，不
断提升官兵的水上救援技能，确保突发险情时可以
快速高效施救。 崔正博 摄

本报讯（记者 鲜康）8月 5日，“我要
上全运”陕西省 2020年全民健身日体育
技能大展示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

本次体育技能大展示以“推动全民
健身 助力全面小康”为主题，旨在以庆祝

全国第 12个全民健身日为契机，大力弘
扬体育精神和全运文化，倡导全民健身，
营造“全运全民”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
上，全省 11支体育技能队伍进行了健身
操、太极扇、柔力球等全民健身项目的展

示与比赛。
本次体育技能大展示由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筹委会指导，为期5天。内容包
括体育技能展示、体育健康行“五进”活
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新浪3×

3篮球黄金联赛、5×5足金联赛、跳绳运
动会总决赛、汽摩运动形象展和体育夜
市主题活动8个部分。同时，全省各市区
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掀起新
一轮全民健身热潮。

陕西省全民健身日

体育技能大展示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启动仪式现场。。小朋友体验冰壶项目小朋友体验冰壶项目。。

本报讯（汪曼莉）8月5日晚，西安市在
西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首届“市长特别
奖”颁奖典礼。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和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激
励广大企业家和团队为建设先进制造业
强市贡献力量，西安市对 50 名企业家和

团队进行表彰奖励。西安市委、市政府
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
造业作为推动追赶超越的重要抓手，通
过设立“市长特别奖”每年表彰一批贡献
突出的企业家和团队，让企业家在政治
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
惠，在全市真正形成加快建设先进制造
业强市的鲜明导向和浓厚氛围。

西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逐一为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
大唐不夜城管理运营团队、航天推进技术
研究院团队等 20名“市长特别奖”获得者
颁发奖杯和证书。30名“市长特别奖提名
奖”获得者依次上台领奖。

自今年 4月启动西安市“市长特别奖”
评选工作以来，西安市委、市政府紧紧围

绕“6+5+6+1”现代产业体系，充分考虑企
业体量、知名度、影响力、经济贡献率等综
合指标，既重点突出鼓励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的鲜明导向，又兼顾新兴产业、生产性
服务业和文化旅游业，从 340家申报对象
中优中选优确定获奖人选。评选过程中，
有 100多万人参与了网络投票，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

西安市举行首届“市长特别奖”颁奖典礼
对50名企业家和团队进行表彰奖励

本报讯（陈若怡）第四届全国白酒品酒
职业技能竞赛陕西省预赛将于 8月 9日在
西安举行。此次竞赛由省财贸金融轻工工
会、省酒业协会共同举办，旨在进一步促进
全省白酒行业的技术交流和创新，提升从
业人员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全面实现本
土酒业品牌“走出去”。

此次竞赛是全省二类职业技能竞赛，
工种为品酒师（白酒品评），内容以品酒师
国家职业资格高级工为主，比赛采用理论与
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理论考试占
30%，实际操作占 70%，参赛选手年龄需在
45周岁以下，同时具备白酒高级品酒师或
品酒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二级）资格。

在预赛组织筹备过程中，省内各大白
酒企业高度重视、广泛参与，经层层推荐
选拔，全省 120余名青年品酒师即将同台
竞技。根据赛程要求，对于省级预赛总
成绩前 3名的选手，将被推荐参加第四届
全国白酒品酒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并由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推荐申报陕西省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
下一步，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将与省

酒业协会，做好参加全国决赛选手的推荐
工作，引导和带动行业广大职工钻研技术
业务、立志岗位成才，推动我省白酒行业建
立和完善促进技术工人成长成才的长效机
制。据悉，全国决赛将于11月举行。

第四届全国白酒品酒职业技能竞赛陕西省预赛8月9日开赛
总成绩前3名选手将被推荐申报陕西省技术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