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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党支部组织召
开支委会及支部党员大会集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主题党日活动。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省纪委监委驻省总工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席金峰
参加学习。

席金峰强调，主题党日活动是加强党支部政治建
设、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增强战斗力的重要举
措。要始终对标看齐、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把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落到实处。要始终立足岗位职责，服从服务大局、主
动担当作为，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

从长远。要始终坚持党的为民服务宗旨、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多干
党委想干的事，多帮政府干好正在干的事，多解决职
工群众关心的事、操心的事、揪心的事。要始终把纪
律挺在前面，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思想建
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肃清赵正永流毒，净化党内
政治生态，切实把纪律落实到行动上。

通过活动，与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加强理论
武装，不断提高工会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党性
修养，抓好自身建设，真正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忠诚干净担当，推进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党支部

坚持为民服务宗旨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近日，宝鸡市麟游县举行工会系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宣讲暨党委书记讲党课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林悠 摄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小哥”有诉求 工会来解忧

2020 年 12 月 17 日，宝鸡市邮政管理
局会议室暖意融融，经过最后一轮集体协
商，该市快递行业双方首席代表在该市快
递行业“一合同三协议”上郑重签名。这
份明确了快递行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
保险福利等事项的集体合同是陕西省第
一份快递行业集体合同。

宝鸡市快递协会秘书长赵爱国深有感

触地说：“这是政府部门和各级工会组织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关爱快递小哥指
示精神，支持快递行业发展的生动体现。”全
力支持此次协商的陕西省总工会基层工作
部部长李琳说：“宝鸡市快递行业集体协商
从启动到集体合同的签订历时半年，为新业
态行业建会和开展集体协商提供了经验。”
组建行业工会 快递小哥有了“娘家人”

伴随着国家邮政体制改革，快递行业的
兴起，全国 300万快递小哥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兴力量，连接着千家万户，被习
近平总书记誉为“勤劳的小蜜蜂”，是“美好
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早在 2012年，宝

鸡市邮政管理局就将快递小哥的维权服务
列入重要工作事项。2019年 7月 10日，宝
鸡市快递行业协会成立，会员单位覆盖全
市 29家快递公司 135个分支机构。

在疫情防控期间和创建“双循环”经济
格局中，快递小哥们发挥着重要作用，宝鸡
市总工会开展“促进快递行业建会，关爱快
递小哥权益”行动，在市邮政管理局的大力
支持下，于 2020年 8月 7日正式成立宝鸡市
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自此，宝鸡市 3700
多名快递小哥有了“娘家人”。

想谈不敢谈 “娘家人”来帮忙
虽然快递小哥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和点赞，但仍面临着行业用工不规范、
送单提成无标准、工作时间长、保险缴纳
率较低等问题。他们希望通过集体协商
的方式，解决这些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却
又不敢谈、不会谈。快递企业老板也有苦
衷，行业内的无序竞争，利润空间从最初
的每单 1至 2元被压缩到几毛钱。职企有
诉求，工会有行动。宝鸡市总工会会同市
人社局、邮管局、行业协会、行业工会联合
会召开快递行业集体协商推进会，成立指
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派出专职集体
协商指导员全程指导服务。

（下转第二版）

贡献智慧力量贡献智慧力量 体现价值担当体现价值担当

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

——陕西省首份快递行业集体合同诞生记

军人出身的郭文生是陕西有色宝钛集
团（以下简称宝钛）高级技师，负责操作宝钛
3米3轧机。谈起202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赴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表彰的

一幕，年过五旬的郭文
生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
容，他说：“荣誉属于宝
钛所有职工！工作是大
家一起干出来的，自己
只是做了该做的而已。”

郭文生每坐进 3米
3 轧机操作台，瞬间便
气场满满，仿佛在战场
即将发号施令。操作
中，或轻扫显示各种数
据的电子屏幕，或观望

厂房生产线上加热炉前辊道上的板坯。在
与身边副操作手进行几秒交流后，他左右手
配合推动两侧把手用心调试操作，直到一块
成品板材经过多次轧制，成为精品——这

就是郭文生日常工作最平常
的一幕。

长 300多米、高近 10米、
重达数千吨的 3米 3热轧机
生产线，是宝钛集团宽厚板
材料公司轧制板材的核心设

备，操作难度较大，其生产的产品种类多、
规格杂，需要根据不同的品种规格制定工
艺。主操作手的能力，直接决定产品品质，
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巨大。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郭文生以“争就争
第一，干就干一流”宽厚板精神为座右铭，
发挥军人敢啃硬骨头的吃苦精神，勤学苦
练。他在干好常规产品的同时，针对生产
瓶颈等问题用心钻研，反复研究，分析试
验，积极进行工艺改进和新产品开发，总结
出如抢温快轧、高温矫直等绝技绝活并推
广应用。他带领团队成功轧制出了国内最
大尺寸的TC4合金板、最大尺寸宽幅镍板、
最大尺寸宽幅镁板、宽幅钛/钢复合板等，
成功轧制 4500米、11000米深潜器载人球壳
用宽幅钛合金板材等，填补了国内 6 项空

白，也收获了省国资委系统“四有”模范职
工、省有色集团公司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三秦工匠等荣誉称号。

郭文生的师傅、老劳模牛文中说：“我一
生带了十几个徒弟，郭文生是最吃苦用功
的。宝钛给了他平台，他也回报了宝钛，并
通过团队传承下去，他是宝钛的骄傲。”

2018年，宝钛全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畅通了技术能手、技能标兵、宝钛工匠三级
技能职务上升通道，极大激发了企业活
力，提振了广大职工干事创业、追赶超越
的勇气，公司盈利能力和职工收入水平实
现了大幅提升。郭文生领衔组建的劳模和
工匠创新工作室里，成员郭晓伟、杨志军、
陈建强分别被授予陕有色劳模、宝钛工匠、
宝钛劳模等诸多荣誉称号。郭文生的徒弟
陈建强说：“一定会传承好老一辈劳模团队
的优良作风，为企争光，报效祖国。”

郭文生则坦言：决定一个人人生高度
的，是把本职工作钻深悟透，做到极致。他
也会时时检测自己，提高自己，用一流佳绩
证明实力。 （张静宇）

——记全国劳模、宝钛集团高级技师郭文生

把工作钻深悟透做到极致

郭文生在劳模创新工作室郭文生在劳模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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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
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艰辛奋斗历程，
宣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
命、奋力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决
心，号召全党奋进新征程、创造新辉煌。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回望
刚刚过去的2020年，从抗疫到抗洪，从
脱贫攻坚到复工复产，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科学谋划
部署，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顽强奋斗，经
历大风大浪，付出巨大努力，交出了一
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
的答卷。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
历久弥坚。我们党带领人民干革命、搞
建设、抓改革、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
控疫情，用一个又一个光辉业绩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风雨来袭时
最可靠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攻坚克
难、迈向复兴的根本保障。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
路，我们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壮大到
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一艘小小
红船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
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根
深方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
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作自己的初心和使
命，征途漫漫奋斗不息，历尽艰辛矢志不渝。“立志于中华
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始终承载人民的重
托、民族的希望，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党必将永立时代潮头、永葆生机活
力，不断引领民族复兴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
试金石。自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作为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纵观百年
奋斗历程，从为人民解放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到为人
民幸福努力拼搏的时代先锋，一代代共产党人心系人
民、造福人民，为了人民利益不懈奋斗，彰显我们党人民
至上的鲜明政治品格。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
奋斗，不断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党就有了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实现“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在新起点上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呼唤着全党同
志乘势而上、开拓进取。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
醒头脑，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焕发新
气象、展现新作为，以优异成绩向我们党百年华诞献
礼，以中国发展的新奇迹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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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习近平调研指导
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该书由 17篇调研报告和 3集电视专题片
视频二维码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走遍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
后深入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等 24
个贫困村调研指导，推动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
地开展起来。这组调研报告和电视专题片，是

在对这些贫困村深入调研回访基础上形成
的，生动反映了这些村在总书记关怀指导下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可喜成就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
实》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要思想，真切感受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凝
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具有
重要意义。

《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
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鲜康）记者从 2020年 12月 31日举办
的首场中共陕西省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期
间，我省将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科技创新为动
力，补短板、强基础、扬优势，加快提升改造传统产业，
全力推动“陕西制造”向中高端迈进。

2021年，陕西将紧盯国家政策导向，适时研究出台
新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
度，特别是要全力推动工业稳定增长，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力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
追赶超越奠定坚实基础。工业是陕西经济的主战场，
工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 37%。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2021年工业增速按照 6%左右安排。

据悉，2021年，一方面要扩大增量，推动新增产能项
目达产达效，另一方面要稳住存量，继续保持 2020年下
半年以来回升向好的态势，全面完成省委、省政府确定
的目标任务，为全省追赶超越贡献工业战线力量。

我省将推动“陕西制造”向中高端迈进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湿地300多万亩
■“天问一号”将进入环火轨道并着陆火星
■2021年首日银联卡跨行交易达3592亿元
■我国发现七千万年前正孵卵的窃蛋龙化石
■元旦假期全国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30万起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元月2日，在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西安
高新厂区，工人正操控高端变速器壳体智能化生产
线上的机械手臂。

2020 年，面对工业产业 迅 速 变 革 的 时 代 背
景，法士特集团紧盯追赶超越目标任务，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49 亿
元，同比增长 24%以上，产销变速器 118 万台，各
项指标再创历史最高纪录，连续 18 年名列中国
齿轮行业第一，重型汽车变速器年产销量连续15
年稳居世界第一。 袁景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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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