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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二三版

金句来了！习近平：每个人都了不起

●平凡铸就伟大 英雄来自人民

●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

●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

●惟愿山河锦绣 国泰民安！

惟愿和顺致祥 幸福美满！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新年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全
文如下：

大家好！2021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我
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以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
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在共克时艰
的日子里，有逆行出征的豪迈，有顽强不
屈的坚守，有患难与共的担当，有英勇无
畏的牺牲，有守望相助的感动。从白衣天
使到人民子弟兵，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
者，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从古稀老人到

“90 后”、“00 后”青年一代，无数人以生命
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将涓滴之力汇聚成
磅礴伟力，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
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一次次心手相连
的接力，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生动展
示了伟大抗疫精神。平凡铸就伟大，英雄
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向所有不

幸感染的病患者表示慰问！向所有平凡
的英雄致敬！我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
骄傲，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我们
克服疫情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十三五”圆满收官，

“十四五”全面擘画。新发展格局加快构
建，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我国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 2020年
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粮食
生产喜获“十七连丰”。“天问一号”、“嫦娥
五号”、“奋斗者”号等科学探测实现重大突
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我
们还抵御了严重洪涝灾害，广大军民不畏
艰险，同心协力抗洪救灾，努力把损失降
到了最低。我到 13 个省区市考察时欣喜
看到，大家认真细致落实防疫措施，争分
夺秒复工复产，全力以赴创新创造，神州
大地自信自强、充满韧劲，一派只争朝夕、
生机勃勃的景象。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
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

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
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历经 8 年，现行
标准下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些年，我去了
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亲们愚
公移山的干劲，广大扶贫干部倾情投入
的奉献，时常浮现在脑海。我们还要咬
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努力绘
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
的目标稳步前行。

今年，我们隆重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
建立 40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
置身春潮涌动的南海之滨、绚丽多姿的黄
浦江畔，令人百感交集，先行先试变成了示
范引领，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领。改革
开放创造了发展奇迹，今后还要以更大气
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续写更多“春天的
故事”。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来
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
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我同国际上新
老朋友进行了多次通话，出席了多场“云会

议”，谈得最多的就是和衷共济、团结抗
疫。疫情防控任重道远。世界各国人民要
携起手来，风雨同舟，早日驱散疫情的阴
霾，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
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
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
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
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
的巍巍巨轮。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
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
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
启。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
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
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此时此刻，华灯初上，万家团圆。新年
将至，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惟愿和顺
致祥、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记者
昨日从省总工会获悉，经选拔推
荐、社会投票、评审公示，省总工
会决定命名陕西五环（集团）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细纱车间值车
工李静等 10名同志为“三秦最
美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
支新型劳动大军，是产业工人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表彰先进，
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广大农民
工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营造关
注关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
省总工会开展了“三秦最美农民
工”选树活动。此次命名的 10
名农民工，都是近年来在我省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中，敬业奉
献、精通业务、品德高尚的优秀
农民工代表。省总工会希望受

到表彰的农民工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干出更出色的业绩。

省总工会号召，全省广大
农民工要以受表彰的优秀农
民工为榜样，学习他们敬业爱
岗、刻苦钻研的进取精神；学
习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
坚强品质；学习他们见义勇
为、热心公益的高尚情操，学
习先进，争当先进。

省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
组织要持续深入做好工会农
民工工作，自觉维护农民工的
合法权益，关心农民工的生产
生活，帮助农民工排忧解难，
团结引领广大农民工奋力谱
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
章，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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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静 陕西五环（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细纱车间值车工

张秋利 铜川市新区保洁绿化公司环卫工人
林建锋 陕西交通建设集团西商分公司

商州北管理所黄沙岭隧道站水电工
吕生丽 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赵梦桃小组”值车工
欧明贵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一部钢筋工
刘文会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后勤服务中心保安
王胜利 延安市志丹县永盛建筑公司瓦工
范学军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

象山矿井综采一队生产班班长
张严峰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地铁五号线

TJSG-11标项目经理部试验员
李世银 陕西永峰宏博实业有限公司木工工长

“三秦最美农民工”名单
（10名）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日前，中央组织部从
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1.97亿元，用于 2021年元旦春
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中央组织部提出，走访慰问对象为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老干部。对抗战前和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普
遍走访慰问。加大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战斗在脱贫攻坚、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同志的关心关爱力度，做好对

“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在脱贫攻坚、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工作中因公殉职基层干部家属走访
慰问、照顾救助和长期帮扶工作。可适当扩大走访慰问
范围，做好村（社区）老骨干、因病致贫的特困群众帮扶
工作，确有困难的基层党务工作者也可走访慰问。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要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精心组织走访慰问活动，把党的温暖送到
困难党员、群众的心坎上。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落实配
套资金，确保在春节前发给慰问对象，做到专款专用。

中组部拨1.97亿元用于慰问
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

本报讯（杨要洛）昨日，省国防工会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省政府与省总工会第二十七次联席会议精神和赵
一德省长讲话精神，部署 2020年系统企事业单位工会
目标责任考核工作。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
吴志毅出席并讲话。

吴志毅强调，机关全体干部要提高站位、积极作为，
按照郭大为主席要求，把赵一德省长讲话精神学习好、
贯彻好、落实好。

会议对 2020年国防工会系统企事业单位工会目标
责任考核工作进行了部署。吴志毅指出，要充分认识
考核工作的重要性，用好年度目标考核这个“指挥
棒”，推动系统各级工会组织有精神、在状态，以昂扬
斗志为国防科技工业创新发展和陕西新时代追赶超
越作出新贡献。各考核组要加强组织领导、把握考核
标准、严明考核纪律、增强考核责任心，在全局中找准
定位、靶向发力，确保考核公平公正、圆满成功。

省国防工会传达学习省政府与
省总工会第二十七次联席会议精神

本报讯（张翟西滨）昨日，咸阳市总工会召开党组
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党组书记李晓静主持
并讲话。

会上，学习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省政府与省总工会第二十七次联席会议精神，
印发学习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
日前批示的《执行力在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

李晓静指出，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要强
化理论武装，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
中省近期有关会议精神和郭大为主席批示精神，加强
纪律意识，提高工作标准，养成学习习惯，切实发挥好
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油加饱、往前跑，形成风清气正、
心齐气顺的氛围，争先创优、一路向阳，享受工作的快
乐，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咸 阳 市 总 工 会 召 开 党 组 会
学习传达中省近期有关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