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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2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
贡献的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
劳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
出来的。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
模，是共和国的功臣。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
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
靠工人阶级方针，始终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的重要作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
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我国工
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
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李克强主持大会，栗战书、汪洋、赵乐际、
韩正出席，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上午 10 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
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决定

指出，2015年以来，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爱
岗敬业、锐意创新、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先
进模范人物，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 1689
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 804人全国先进工
作者称号。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代表依次登上主席台，习近平等为他们
颁发荣誉证书。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
公司高级技师洪家光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宣读倡议书，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群众发出倡议，争做听党话跟党走的排头兵、
建新功立伟业的主力军、本领高能力强的奋斗
者、讲团结促和谐的带头人。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指出，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祖国同成长、与时
代齐奋进，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
律，各条战线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特别是进
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争创一
流、勇攀高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用智慧和汗水
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
伟大的社会风尚，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
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
精神动力。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新形势
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继续学先
进赶先进，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
格鞭策自己，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
劳动作为自觉行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
劳模、关爱劳模，完善劳模政策，推动更多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竞相涌现。全社会要崇
尚劳动、见贤思齐，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要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一代
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
质劳动者。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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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鲜康）11月 24
日 18时 19分，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旅途，我
省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乘坐高铁抵达西安。大家纷纷表示，要
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立足本职，
再立新功，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

越新篇章。
当日上午，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2493 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作出
突出成绩的劳动者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在京期间，我省 48名全国劳动模范和
15名先进工作者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工人日报等中央媒体对他们进行采访报
道。全国劳模、陕西五环（集团）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织造车间值车工黄云娜，全国劳
模、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董家河煤矿分
公司采二队队长蒙天朝作为代表，走上大
会主席台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

11月 21日下午，陕西赴京受表彰人员
抵达陕西宾馆，随后进行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当晚，省总工会召开全体受表彰
人员预备会议，通报陕西省 2020年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情况和
赴京参会安排。

11月 22日 13时 32分，受表彰人员乘
坐G88次动车组赴京。

据了解，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五年评选一次。在我省今年63名受表彰者
中，年龄最大的为 86岁的小麦育种专家梁
增基，年龄最小的为 26岁的世界技能大赛
金牌获得者彭晨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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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载誉归来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月24日上午，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
隆重举行，我省此次受表彰的 63人中，有
48 人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5 人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至此，全省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达 966人次。

据了解，自 1950年 9月全国工农兵劳
动模范代表会议，陕西省 13 名劳动者被
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开始，到
2015 年 4 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

彰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全省共有
903人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期间，我省涌现出了被毛
主席称为中国式“斯达汉诺夫”的赵占
魁、为解决农民温饱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卓著贡献的赵洪璋、全国纺织战线
一面红旗的赵梦桃、为我国特有的针感
生理学奠定基础的侯宗濂、被誉为“中国
式的保尔”的罗健夫等一大批享誉全国
的劳动者。

据介绍，我省今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有三个鲜明特征：

突出一线劳动者。在 63 名人选中，
一线劳动者 45名，占总数的 71.4%，其中：
处级以下和科教人员 14 名，一线职工和
专业技术人员 22 名，农民工和农村专业
合作社人员 9名。

注重先进性。推荐人选中，省部劳
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58名，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人物 2名，院士 2名，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15 名，三秦楷模 2 名，三秦工匠 9
名。中共党员 57名，共青团员 1名。全国
党代会代表 4名，全国人大代表 4名，全国
政协委员 1名，省党代会代表 2名，省人大
代表5名，省政协委员 4名。

体现广泛性。63 名人选涵盖了宣传
文化、统战、医疗卫生、科教、公安、金融
税务、国防工业、水利、能源、建设、装备
制造、邮政通信、电力、交通、冶金、测绘、
纺织、烟草等行业系统。

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达966人次

2015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团
结一心、攻坚克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这一伟
大实践中，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爱岗敬业、
锐意创新、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先进模范人
物，他们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优秀
代表、时代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他们以自

身的模范行动和崇高品质，生动诠释了中国
人民具有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
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充分彰显了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为表彰他们的突出贡献，在
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党中央、
国务院决定，授予孙泽洲等 1689 人全国劳动
模范称号，授予曾晓芃等 804人全国先进工作
者称号。 （下转第二版）

（2020年11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铸就伟大。习
近平总书记24日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的卓越贡献和崇高精
神，发出了“勤于创造、勇于奋斗”的行
动号召，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的磅礴力量。

劳动是最美的身影，创造是最好的
奉献。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
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
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中
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
在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奋斗在各行
各业的劳动者，在平凡岗位创造了不
平凡业绩，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中国
梦·劳动美”的精彩篇章，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
是奋斗出来的”。人间万事出艰辛。
迈向“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加需要弘扬
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齐心协力创
造新的历史伟业。

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要
充分发挥广大劳动者主力军作用。我
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
主人，工人阶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凝聚起众志成城的强
大力量。当好主人翁，团结有力量。我
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定不移
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发扬优良传
统，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定能肩
负起历史使命，做新时代的追梦人，始
终成为我们党执政的坚实依靠力量。

人才兴则国兴，人才强则国强。弘
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要努力建

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
人才的竞争、劳动力素质的竞争。只有建设一支宏大的知识
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才能在竞争中赢得优势、赢得
未来。广大劳动者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紧盯行业、产业前
沿知识和技术进步，勤学深钻，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要完
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激励更多劳动
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中国制造、中
国创造夯实基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要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要把稳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
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要健全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健全
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为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和
制度保障，切实为劳动者排忧解难，不断提升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劳动者在共建共
享中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 （新华社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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