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2020年10月

27
星期二

庚子年九月十一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1950年2月7日创刊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7590期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近日，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智能焊接职业技能竞赛冲压工（冷作钣
金工）项目在陕汽技校开赛。来自全国 22

支企业和院校代表队的 60 位选手竞技交
流。图为参赛选手现场实操。

张小萍 谭永平 摄

本报讯（杨琳琳）10月22
日，省总工会第六党支部与
共建党支部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机务
段动车党支部组织党员，赴
渭华起义纪念馆开展党日
活动。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女职工委员会主任李秀华
参加活动。

活动中，李秀华向渭华
起义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
党员在省总工会第六党支部

书记张朝惟带领下，重温入
党誓词。在渭华起义陈列大
厅，党员通过听取讲解，观看
实物、历史图片等，仿佛回到
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渭华
起义司令部旧址，大家朗诵
革命诗歌、唱响爱国歌曲，深
情诉说对祖国的热爱。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纷纷
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提
高党性修养，做一名党性强、
素养高、业务精的共产党员。

省总第六党支部与共建支部开展党日活动

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
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
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
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包括继
续推进减税降费、进一步降低
用能用网成本等38条举措。

《意见》从切实降低企业
生产经营成本、强化科技创新
支撑、完善资源要素保障等多
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包括进一
步降低用能用网成本、进一步

放开设计施工市场等，旨在为
民营企业解决当前发展难题，
蓄积长远发展动力。

据悉，工信部中小企业
局将加快建立支付信息披露
制度、投诉处理和失信惩戒
制度以及监督评价机制，加
强督促检查，并将落实情况
纳入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
估。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部门抓好落实，激发民
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我国出台一揽子具体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第27届中国杨凌农高会项目签约投资及交易总额11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第 27届中国杨

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10 月 26 日
落幕。为期 5天的展会，集中展示了 9000
多项国内外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及先进实
用技术，150 万人次参会，吸引了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展，项目签
约投资及交易总额 1100亿元。

本届农高会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融合方式
办会，6个展馆共设实体展位 2000个，开

展论坛、展览、项目推介、成果转化、示范
推广等活动 81项，成功举办了上合组织
国家农业展、国际种业展等 41个专题展，
先后有 6000多家企业通过云上农高会参
展，云上交易额达 5.13亿元。

随着各国现代农业交流合作加深，
农高会的“上合”元素逐渐凸显。10月 22
日开幕式当天，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
培训示范基地在杨凌正式揭牌，之后成
功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五次农业部长

会议、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
议、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
地建设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上合组织
国家优质农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开展仪式
等多项活动。

农高会期间，举办了为期 5 天的百
名专家咨询服务活动、15 场农业实用技
术讲座，线上线下接待、培训群众 8万人
次，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难
点问题。共征集、发布全国 11家涉农高

校、2 家科研院所、7 家涉农企业的最新
农业科技成果 819 项、涉农专利 616 项，
组织开展了 7 个植物品种权交易，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自主选育的“瑞香红”苹
果新品种苗木经营权以 1100万元转让，
创全国新高。

全网各平台累计刊发农高会消息 2.6
万余条，总阅读量达 3亿人次，让世界倾
听到了杨凌农高会的好声音，感受到了
杨凌农高会的人气、商气、科技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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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在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一战再次证明正
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强调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郑重宣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各
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今天，人类已经进入
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
紧密相连。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面对各种全球
性威胁和挑战，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团结合作，更需要维护多边主义，更需
要坚持国际公正和道义。各国要树立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
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
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
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
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任何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
行不通的！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方
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
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
必然是死路一条！”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任
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
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
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历史和现实充
分表明，大小国家相互尊重、一律平等是时代
进步的要求，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
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更不能
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权、霸凌、霸道。靠
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零和游戏，既
解决不了本国问题，更应对不了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
迫，以共赢代替零和，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
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
点，才能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
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饱
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但中国
人民不是从中学到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
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我们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
未侵占过别国的一寸土地。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
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
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
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
领土。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
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始终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
的全球性应对。只要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让我们的地球家园更加美好。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10月26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致电阿尔塞，祝贺他当选多民族玻
利维亚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玻利维亚是
好朋友、好伙伴。近年来，中玻关系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特别是 2018年两

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各领域交流合作日
益密切，给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
重视中玻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推动不断
丰富和充实中玻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衷心祝愿在你领导下，贵国政府
和人民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向玻利维亚当选总统阿尔塞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
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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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全国技术
能手——温伟名字命名的“温伟省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该
工作室的成立是中核陕铀公司自动化、
信息化领域，高技术、技能人才建设的一
个里程碑。

近年来，工作室先后负责并主要参与
了公司级科研项目 40余项，技术攻关 11

项，共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7项，实用新
型专利 5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其
中，《国产化备品备件的研制》项目完全摆
脱了备品备件依赖于外方进口的限制。自
主研发的《主机转速监测系统》在国产化示
范工程中得以广泛应用，达到行业内领先
水平。铀分离行业《多种专用传感器》的研
制，是国内唯一一家具有研发能力的团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截至目
前，该工作室已引进 PLC开发实验箱、3D
打印机及扫描仪等设备，充分发挥了工作
室在智能工厂建设方面的核心带头作用。

作为该工作室的领衔人，温伟毫无保
留地将专业知识教授给年轻的科技工作
者，带出了一批青年技术骨干，促进青年
员工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让青年员

工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锻炼提
升，立足岗位成才，为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队伍作出了积极贡献。

工作之余，每位成员就智能工厂的
建设课题，充分发挥个人优势。《每日微
课》栏目让每一位成员有机会分享自己
的学习心得，通过形式多样、灵活多变的
学习方式，快速提升了 17 名专职学习小
组成员及公司各技术专业领域 19人的技
术技能和综合素质，为陕铀公司实现智
能化工厂建设积蓄了新生力量。作为陕
铀公司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融合的平
台，该工作室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前沿技
术，已逐步成长为业内领跑者。 （石佳）

智能工厂建设的领跑者
——记中核陕铀公司温伟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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