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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秦岭银
装 素 裹 ，美 不 胜
收，仿佛童话世界
一般。图为 11 月
24 日航拍的秦岭
腹地平和梁。

本报记者
郭玉军 摄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1月 26日，陕
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陕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陕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
决定》。

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陕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1
月26日在西安召开，会期4天。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
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
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纲要；审查和批准陕西省 2020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批准陕西省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陕西省 2020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陕西省 2021年省级财
政预算；听取和审议陕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其他。

陕西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明年1月26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1月 25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发布会上获悉，“十三五”
以来，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据介绍，2019 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
46微克/立方米，较 2017年下降 6.1%。累计拆
改燃煤锅炉 2.2万台 3.1万蒸吨，关中地区完成
散煤治理 320余万户，并提前实施机动车国Ⅵ
排放标准。累计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 2.7万
户，淘汰黄标车、高排放老旧车约 33万辆。全
省 3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
放改造，超额并提前两年完成国家任务。

全省“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1月26日，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举办的发布会上获悉，我省黄河流
域各县区所有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得到全
面解决，告别了为吃水发愁、缺水找水的历史。

2016年以来，我省黄河流域各市县聚焦
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尤其是长期影响饮
水安全的区域性高氟水、苦咸水问题得到彻
底解决，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和用水方便
程度大幅提升。

据悉，截至目前，我省共完成农村饮水投
资 69.14亿元，建成工程 1.39万处，解决和改善
了 1282.36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我省黄河流域农村群众告别吃水难

本报讯（特派江苏记者 王何军）11月 25
日 19时 50分，伴随着唇齿间三秦美味的无
穷回味，苏陕与会领导共同推杆注入流沙，

“苏陕工会一家亲 消费扶贫携手行”——
陕西工会消费扶贫产品江苏行活动在张家
港市正式启动。

加上 24日在南京市举行的“陕耀·网络
扶贫 e起来”苏陕联谊专场扶贫带货预热活
动，让三秦特产下江南系列活动高潮迭起。
接下来的两个月内，陕西将为江苏送来25场
文化演出，以文化为媒，牵消费扶贫之线，让
滋养了13年中共中央的陕北小米、让浸透着
黄土地人淳朴诚挚的苹果、让被总书记直播
点赞的陕南木耳、茶叶，走入江苏人的生活，

让陕西优秀剧目走进江苏人的精神世界。
连日来，陕西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黄永宏、

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剑、江苏省总工会副
主席马永青以及西安市总工会、苏州市总工
会、张家港市政府、张家港市总工会、陕西省
农林水利气象工会有关领导出席相关活动。

张剑在启动仪式致辞中说，江苏、陕西
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省同为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省会城市西安、南京同为千
年历史古都、历史文化名城，近代历史上两
省同为一片红色热土。今年 4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陕西考察调研，同样关注与牵挂两
省间的合作，总书记专程前往的柞水县金
米木耳小镇、平利县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

范园、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工厂，这些都
是苏陕对口帮扶协作结出的硕果。

他表示，从陆路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西
安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江苏张家港，
举办“苏陕工会一家亲，消费扶贫携手行”系
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
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决策，建
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下一步，将推
动陕西省各市总工会与对应的江苏省各市总
工会进行消费扶贫对接，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这个枝纯草莓果香浓郁，吃一颗就上
瘾。”“这个兰荞花无糖膳食纤维饼咬一口满
满的芝麻香，还是代餐利器！”在江苏和陕西
两位主播的卖力吆喝中，直播间观众纷纷表

示，苏陕一家亲，一定支持陕西特色扶贫产
品……24日晚，由苏陕两省网信办、总工会
牵头主办的“陕耀·网络扶贫 e起来”苏陕联
谊专场扶贫带货活动在“陕西工会”APP和
荔枝直播平台同步直播，成交额 182486.1
元，观看人数突破 397.61万。

本次直播活动利用省内互联网企业、
网络媒体、带货主播等社会资源，将覆盖了
粮油米面、零食饮品、茶类水果等 32 款陕
西扶贫产品的销售落地到江苏，真正让三
秦大地物美价廉的农特产品走进了江苏职
工群众的采购视野。

据了解，省内，陕西省总工会制定经费
保障政策，建立陕西工会消费扶贫平台和
陕西工会消费扶贫商城，展开百万职工消
费扶贫行动；省外，陕西省总工会先预热，
再现场品鉴，后文化融合，一环套一环，助
力三秦特产下江南，初步形成省内省际双
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

25日 18时许，江苏省张家港保利大剧
院人山人海。一场话剧演出巧妙地与扶贫
产品展销结合到一起，观众通过门口循环
播放的陕西工会消费扶贫短视频初步了解
扶贫产品特点后，又通过陕西 5家扶贫企业
现场实物的品尝，让潜在消费者有了更直
观的感受。许多观众纷纷采购，实现了消
费扶贫一举两得的活动初衷。

陕西各市县总工会相关领导及江苏省
相关企业、劳模、一线职工、当地市民约1000
余人参加了有关活动。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陕西工会陕西工会””APPAPP和荔枝直播平台同步直播和荔枝直播平台同步直播。。

文艺演出巧搭台 三秦特产下江南

苏陕工会携手消费扶贫系列活动在苏启动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鼓作气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11月2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我们向受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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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向新
时代最美奋斗者致敬！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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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赞扬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中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全国
各族人民，对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群众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发提出了明确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

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弘扬劳模精神，在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的基础上，乘风破浪，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而继续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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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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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疫情的
雄壮斗争中，产生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他们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铸就了生命
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
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不愧为新时代最美奋斗
者！实践充分证明，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劳动模范是
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期。经过长期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
了新的一大步。从2021年开始，我国将进入

“十四五”时期，这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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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育
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
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
发。”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宏伟蓝
图，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用汗
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唱响新时代奋
斗者之歌。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主力军作用，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切
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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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向新时代最美奋斗者致敬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山风

■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终端超1.8亿个 中国成为全球5G“先行者”
■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志设计方案公开征集
■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多次监测到金钱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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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全国劳动模范、法士特集团董事
长严鉴铂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迅速传
达给每一位员工。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贾莹）11月 26日上午，省国防工会召
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全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座谈会精神以及郭大为主席座谈会后的讲
话精神。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
毅出席并讲话。

吴志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度赞扬了
工人阶级和劳动模范的历史贡献，强调了党和国家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对广大劳动者提出
殷切希望，对工会组织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工会工作指明
了方向。要认真组织开展好省国防系统工会干部
职工学习宣传活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要认真履行工
会职责，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增强广大职工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做好劳模的服务
管理工作，深化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工作，为劳模
发挥作用搭建好平台。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全系统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
职工用劳动成就梦想，以奋斗赢得未来。要增强建
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推
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团结带领省国防系统
广大职工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国防科技工业
发展和实现陕西追赶超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国防工会

激励更多职工用劳动成就梦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6日宣布：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将于11月27日在
广西南宁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将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北京11月 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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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
局了解到，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预计将在2021年底
前投入使用，目前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用户量超过 3亿。
同时，医保服务将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
并行的方式，同步解决老年人等群体数字化适应问题。

目前，各地积极推进医保信息平台建设，预计 2021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
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研发了医保电子凭证。截至目前，
河北、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安徽、四川等 29省份医
保电子凭证已在医院药店开通使用，接入定点医疗机
构超过 2.6万家，定点药店超过 7万家，预计年底可在
全国所有省份开通使用。

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聚焦解决
老年人等群体运用智能技术的困难，国家医保局正组
织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服务事项进行摸底排查，
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不断改进
传统服务方式，切实提升服务质量。

我国将建立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
同步解决老年人数字化适应问题

这些鸿沟，我们陪您一起跨过
详见第四版

导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