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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海准备出车张忠海准备出车。。

260万公里，零事故，零违章。
这几天，刚刚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的张忠海又和平时一样忙碌起来。今年
50岁的张忠海是中国邮政西安邮区中心局
邮件运输中心的一名驾驶员，在走过五年省
内最长邮路榆林后，奔走在兰州、西宁、泉

州、南昌、广州等省际邮路上，虽然没有惊
天动地的伟业，但却不乏平凡人的不平凡。

脱下橄榄绿，从零学做邮政人
张忠海出生于汉中市南郑县一个偏僻

的小山村。1990年，应征入伍。在 13年的
部队生涯中，多次获得褒奖。2003年 8月，
张忠海转业到西安邮区中心局运输中心
车队。

一张报纸、一份高考录取通知书归口省
内 20多条线路交接点，属于省内哪个地方，
覆盖的51个县归属哪个地区、上千个乡镇街
道哪个具体地名都必须熟记于心。张忠海
专门买了一个硬皮笔记本，把省内邮路的交

接点、运行线路、到达离开时间一一画成
图。上班带着本子对照分装、下发邮件，下
班回家死记硬背。四个月后，他从新人中脱
颖而出，成了一名榆林邮路的驾驶员。

2004、2005、2006 年，他先后在单位技
术比武中拿下防滑链安装、出车 22 项检
查、徒手测胎压等技术比武第一名的荣
誉，逐渐从一个柴油车门外汉成为了小有
名气的司机。2014年，在一次执行南京邮
路途中，车辆进口发动机水泵漏水。救援
收费价格高得吓人，张忠海徒手更换了一
般修理工都拆卸不了的水泵，在圈内成了
佳话。 （下转第二版）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记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邮政西安邮区中心局邮件运输中心驾驶员张忠海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白艳红

■我国制造业PMI连续9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全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72.19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组合体分离 择机月面软着陆
■报告显示：我国地级城市新生商事主体回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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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人
民教育出版社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回信，向人教
社的全体同志致以问候，对教材编研出版工作
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70年来，人民教育出版
社在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编研出版上辛勤
耕耘、接续奋斗，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我谨向你们和全社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希望人
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
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 1950年，始终致力
于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的研究、编写、出
版和发行，近年来还承担了中小学道德与法治
（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三科统编教材的编辑
出版任务。70年来，人教社先后编研出版了 11
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累计出版各类出版物
7万余种，发行量逾 750亿册。近日，该社部分
离退休老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代表全
社同志汇报了人教社 70年来履行编书育人使
命的情况，表达了为繁荣我国教育出版事业
贡献力量的决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

11月 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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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工会干部和职工中引
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勇于担当，不懈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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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新征程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工会干部：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建功立业
在我省 63名受表彰劳模和先进工作者

中，省国防系统有6名劳动者名列其中。
“他们以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全社会树立起了爱岗敬业、争
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
奉献的劳动者榜样。”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
防工会主席吴志毅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当前，我国正处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吴志毅表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紧紧
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也需要我们
各级工会组织做好桥梁纽带，弘扬劳模精神，
用榜样的力量团结人心、鼓舞士气、激励职
工、引领风尚，充分凝聚起广大职工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推动全省军工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实现陕西追赶超越新局面的强大力量。

“五年来，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
范人物，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更是我们教科文卫
体产业职工学习的标杆和榜样。”省教科文卫
体工会主席徐富权表示，一定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宣传好劳模先进事迹，营造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

他表示，将找准产业工会促进发展和服
务职工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紧紧围绕“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
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以实际行动彰显产
业工会新作为。

咸阳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静说，“劳动
托举梦想，奋斗成就未来。”在咸阳市新当选的
3名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身上，彰显着扎根
基层、奋斗圆梦的坚韧品格，折射出平凡岗位、
出彩人生的时代内涵。她表示，咸阳市各级工
会组织将把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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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相
结合，实打实、心贴心做好服务劳模工作。

一线职工：做新时代追梦人
“今年，2493名劳动者被授予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是党和国家给予他
们的最高荣誉和肯定。他们也是所有劳动
者追逐的目标。”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陕西省第五测绘工程院作业员陈莉说。

三秦工匠、榆能集团横山煤电公司高
级技师李强表示：“总书记对劳模给予了高
度评价，我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向全国劳
模看齐，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建新功。”

时代楷模、航天四院 7416 厂航天发动
机固体燃料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说，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
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让人备
受鼓舞。“在高质量发展中，更需要我们一
线技能人员突出创新创造精神、培育新时
代工匠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用更加突出
的业绩，不负这个伟大时代。”徐立平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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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工会干部和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

弘扬劳模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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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1月
30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近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了
包括我省在内的全国 33个省级
电网第二监管周期（2020-2022
年）输配电价，调整后的陕西电
网工商业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
时降低 4.3 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020 年继续执行现
行输配电价。调整后，大工业
用户基本电价每千伏安每月可
降低 2元，每年可减轻省内用户
电费负担约 35.7亿元。

据悉，今年以来，我省实施
了疫情防控期间阶段性（2020
年 2月至 12月）降低企业用电成
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相关政
策，对非高耗能行业用户电价在
现行到户电价基础上降低 5%，
同时采取了支持性两部制电价
政策措施。截至目前，已减轻省
内用户电费负担约 19 亿元，预
计 2-12月可减轻省内用户电费
负担约 23亿元以上。

11月30日，
陕西汉德车桥
有限公司2020
年第 100 万根
桥总成下线，
标志着汉德车
桥成功跨越年
产销破百万、
产值过百亿的

“双百”大关，
提前完成“2035
战略”第一阶
段目标。

谭永平 摄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1月 30日，省总
工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
三届八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
席并讲话。

郭大为指出，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关乎
陕西未来五年发展和实现二〇三五年陕西
远景目标，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和《意
见》，精准把握陕西省情，提出了我省发展的
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是今后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

图。这次全会是贯彻落实“五项要求”“五个
扎实”，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攻坚重点，强化
保障措施，抓发展鼓干劲，推进陕西新时代
追赶超越不断前进的会议。

郭大为强调，各级工会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上来。党组
成员要带头学习省委全会精神，深刻领会精
神实质，做到思想统一、方向明确，不断增强学
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把全会精神转化为
工会工作强大动力。要用好工会宣传阵地，
深入解读全会精神，营造浓厚学习贯彻氛围。

郭大为强调，要在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
追赶超越新篇章中主动作为。党有号召，工
会有行动。要结合工会工作职能，认真领悟
全会精神，主动认领任务，拿出务实管用的
措施和办法，切实在服务大局中发挥应有
作用，用实际行动为奋力开启陕西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贡献工会智慧和
力量。要在狠抓任务落实中展现新时代工
会新形象，形成层层负责、层层干事的工作
格局，切实增强工作本领，开阔视野境界，
善谋思路办法，强化专业素养。要检视“十

问”，推进“十改”，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突出“勤、严、快、实、精、细”工作标准，
把工作一项一项抓实抓细、落到实处。要严
格落实省委“三项机制”，发挥好考核“指挥
棒”作用，着力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推动形成“干部用心干、基层放心干、上下
齐心干”的良好局面。

会上，宣读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兰新
哲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兰新哲同志为陕
西省总工会副主席（正厅级）人选，任陕西省
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工会工作强大动力
省总工会传达学习省委全会精神

郭大为讲话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1月 30
日下午，省总工会与西安儿童医院
召开工作座谈会。会前，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
会见了西安儿童医院领导班子。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仲茜出席并讲话。省总工会
副主席安强主持，副主席张永乐、女
职工委主任李秀华、经审委主任刘
伟等参加。西安儿童医院院长、党
委副书记李安茂，党委书记、副院长
吕喆，工会主席、副院长张宁新，纪
委书记王慰翎，副院长陈艳妮、王
垒、武海滨，总会计师郝同祺及省总
工会、西安儿童医院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座谈会。

西安儿童医院介绍了医院的历
史文化、医疗科研、疾病预防、项目
建设、改革发展、工会工作等情况。
他们表示，感谢长期以来省总工会
对医院的关心和支持。作为省总工
会的好邻居，要多与省总工会沟通
协作，在服务职工方面发挥医院专
长，提供周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希
望省总工会加强工作指导，帮助提
升综合医疗水平，共同打造国家儿
童区域（西北）医疗中心。

省总工会表示，西安儿童医院
是一所历史悠久、医疗成果显著、医
疗资源丰富的综合性儿童专科医
院。长期以来，保障着西安、陕西乃
至周边省市职工群众家庭儿童的身
心健康，精心护佑着祖国的花朵。
要及时与西安儿童医院对接交流，
了解医院面临的问题，在职工培训、
医疗队伍建设、工会工作等方面，积
极主动出主意、想办法，把工会的服
务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在医院
的发展中体现工会的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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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 30日电 记者 11 月 30 日在
2020年中国网络安全产业高峰论坛上获悉，2020年我国
网络安全产业规模预估将超过 1700亿元，较 2015年翻
了一番；我国网络安全相关企业数量超过 3000家。产
业链条不断完善，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

据统计，2019年我国网络安全行业投融资达 40余
起，金额超过90亿元，热点方向集中在终端安全、身份安
全、物联网安全、大数据安全、区块链安全等领域。网
络安全领域上市企业 20余家，上市企业总市值从 2010
年的不足百亿元到现在突破 5000亿元，实现超过 50倍
跃增。资本市场对该行业的投资意愿进一步增强。

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预计超1700亿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1月 30日，省总工会“一帮
一，和谐同行”企业培育工作培训会在西安举行，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霞出席并讲话。

今年 4月，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在全国组织实施
“和谐同行”千户企业培育共同行动。我省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委员会结合实际，在全省 7个市选取了 55户企
业作为培育对象。

赵霞指出，“一帮一”活动是“和谐同行”企业培育共
同行动的具体落实。开展“一帮一”活动，能够帮助培育
企业更快进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状态，让创建经
验丰富的国家或省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参与到活动
中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她要求，培育企业、国家（省）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包抓单位要正确认识“和谐同
行”企业培育共同行动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对标《陕西省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价规范（试行）》，共同推动“一帮
一”活动顺利开展。培育企业要虚心向先进企业学习，
多走动、多沟通，取长补短；国家、省级“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要大方传授创建经验，多帮助、多带领，主动指导；包
抓单位要做好“结对”企业的桥梁纽带，帮助解决培育对
象的实际问题。

省总“一帮一 和谐同行”
企业培育工作培训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