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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段蓉） 1月18日上午，榆林市总工会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省总工会第一季度工会主席工作例
会精神。

会议重点传达了郭大为主席讲话精神。会议强
调，要认真学习例会精神，结合工会工作实际，积极谋
划好 2021年工作；要围绕讲话中的“四谋”，从谋大
势、谋实事、谋突破、谋创新中找准工会工作切入点，
在服务职工中履职尽责，做到满足职工的切实需求，
提升工会工作服务水平，在新的一年干出工会新气
象；要在春节前的慰问中，按照会议精神，根据疫情防
控需要，创新慰问模式，做好节前“温暖速递”和劳模
慰问工作。

榆林市总工会

在服务职工中履职尽责

让购买扶贫产品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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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店开张了，以后买香油、米、面这

些扶贫产品更方便了。”中陕核消费扶贫体
验店里，一名职工拿起一瓶手工石磨芝麻香
油开心地说。

“在体验店里看到实物，再去咱工会扶
贫商城APP就直接下单了。”另一名职工边
说边在手机上下单。

2020年 12月 29日，省国防工会系统首
家消费扶贫体验店——中陕核消费扶贫体

验店正式建成开放。
陕西工会百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开展

以来，省国防工会系统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
干部积极行动，奏响新时代工农联盟互帮互
助的美妙旋律。据统计，2020年省国防工会
系统各企事业单位扶贫产品采购金额已达
1.06亿元。其中，832扶贫平台采购 1299万
元，省总工会扶贫商城采购 1443万元，对口
帮扶和超市专柜采购4514万元，行业集团平
台采购 2734万元，大荔、安康启动仪式以及
各地市联系点采购625万元。

米面粮油、农副产品、厨房调料、休闲零
食……伴随着消费扶贫产品品种品质的日
益丰富和提高，广大职工的厨房里、餐桌上

出现越来越多的消费扶贫产品。
“杨干事，油用完了想买油，醋用完了想

买醋，想买扶贫产品又不想等。”有职工向中
陕核集团工会干事杨鹏反映。该集团工会
积极参与陕西省总工会百万职工消费扶贫
行动，开展了“消费扶贫，中陕核在行动”系
列活动，一方面采买节日福利产品，一方面发
动广大职工个人购买，2020年累计消费扶贫
金额达 256.6万元。购买扶贫产品成为越来
越多的职工自觉选择。职工有需求，工会有
行动。如何让职工更加方便地买到一斤米、
一瓶油？中陕核集团工会在省总工会和省国
防工会的指导下，与陕西粮农对接，选地点、
定装修、确定产品陈列、沟通支付方式……

历时2个月建成中陕核消费扶贫体验店。体
验店内直接展示陕西智慧工会扶贫商城产
品，价格贴心惠民。开放以来，深受职工欢
迎，大家购买扶贫产品热情更加高涨。消费
扶贫体验店还将在企业职工现场消费、货品
展示、引流到陕西工会扶贫商城下单、线上
购买产品提货、基层单位选购职工节日福利
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当职工购买扶贫产品逐渐成为一种习
惯，中陕核消费扶贫体验店的顺势而生，是
巩固‘百万职工消费扶贫’活动成果和推进
消费扶贫常态化的一种新尝试，为各企业开
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新的参考和思路。”省国
防工会主席吴志毅说。 （殷霓）

——省国防工会进一步推动消费扶贫常态化

陕西工会“2021温暖速递”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 1月21日，记
者从省总工会获悉，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助力陕西实现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
章，省总工会、省商务厅、省扶贫办决定
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2 月 28 日联合举办

“2021 网上年货节”，以“防疫情、保供
应、促消费、助脱贫”为目标，开展系列
惠工活动。

据悉，“2021网上年货节”是陕西工会
百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的一项重要组成部
分，活动依托“陕西工会”APP和陕西工
会消费扶贫采购平台线上进行。省总工会

安排专项资金 1000万元，投入到陕西工会
消费扶贫商城，通过消费扶贫优惠券的形
式，用于开展各项优惠活动，激发广大职
工参与消费帮扶的热情。

活动期间，陕西工会消费扶贫商城米面
粮油、干货副食、水果生鲜等工会补贴“1元”

嗨购包邮到家；开展“工会爱心 go 吉祥中
国年”直播带货；消费满300元即可参加百部
iphone12、华为P40手机抽奖活动。

同时，还将开展“福到千万家”万份
春联免费送到家、“干干净净迎新春”清洗
券免费申领、“拜年话费流量套餐”免费领

取、跟着劳模厨师学做年夜饭、春节居家
防疫健康讲座直播等系列活动。

除夕至初六，将开展“过年七天乐——
工会口令红包”活动百万红包、陕西工会
消费扶贫现金券等领不停；在“陕西工
会”APP晒出坚守岗位的工作照，即有机
会获得由省总工会送出的工人疗养院温泉
礼券。

留陕过年的职工会员还将获得工会发
放的更多福利。

是不是超级心动，那就赶快下载“陕
西工会”APP吧，注册会员就可以掌中买
好物！天天有惊喜，千万别错过！

陕西“2021网上年货节”来了
1000万元消费扶贫优惠券等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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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 1月21日，陕西
工会“2021温暖速递”行动在全省各市（区）
同时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
主席郭大为出席西安市启动仪式，并向快递
员志愿者发布出发令。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仲
茜向西安顺丰速运公司发放 30 万元慰问
金。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薛振虎向西安顺丰集团快递员“小蜜蜂”
志愿者服务队授旗。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
防工会主席吴志毅，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剑、
赵霞，陕西省快递行业协会会长申来安，市
总工会副主席魏大宝珠，西安曲江新区党工
委委员、工会工委主任寇雅玲，西安顺丰速
运公司总经理张学军等出席。西安市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王军主持启动仪式。活动现
场，省市工会领导慰问了西安顺丰速运公司
50名快递员，向他们发放慰问金。

今年，省总工会本级继续加大投入力
度，筹集资金近8000万元，用以慰问生活困
难的职工家庭，特别是受疫情影响的困难
职工家庭，慰问劳模工匠、先进人物、疫
情防控一线和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
工。为适应疫情常态化防控需要，陕西工
会今年创新形式，改变以往“人来人往、相
互走动”的传统慰问方式，采取快递配送形
式开展双节送温暖活动。同时，省总工会
向全省职工发出《留陕过年 同享“娘家”
温暖》倡议：留在工作地过年，减少流动，非
必要不离开；鼓励企业实行错峰、弹性休
假，加强对外地留守职工的关心帮助；坚持
佩戴口罩、洗手通风，减少聚集、科学就医、
拒传谣言。

为了让留陕过年的外省籍职工过一个
欢乐、祥和、安宁的新春佳节，陕西工会特推
出了“开展一次温暖慰问，送出暖心；提供一
批普惠服务，送出贴心；组织一些文娱活动，
送出欢心；开展一系列安全教育，送出安心”
为主要内容的“四个一”活动，让留陕过年职
工同享“娘家人”的温暖。

省总工会要求，双节送温暖期间，各级
工会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开展送
资金物品、送保障政策、送工作岗位、送
医疗救助、送社会助学、送文化活动、送
关爱服务等慰问活动，实现对建档困难职
工、农民工帮扶慰问全覆盖不遗漏，把党
和政府的关怀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职工
群众心坎上。

郭大为向快递员志愿者发布出发令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网络强
国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出发，重视互联网、发展互联
网、治理互联网，统筹协调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
列重大举措，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习近
平同志围绕网络强国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

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为新时代网信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
论述，对于我们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各项工作、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9个专题，共计 285段论
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3年 3月 4日至 2020
年11月23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演讲、指示、
批示、贺信等一百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
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郭大为向快递员代表
发放慰问金。

→1 月 21 日上午，“2021
温暖速递”行动在西安大明
宫遗址公园启动。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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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0日，我省召开今年
一季度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
室会议，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企协
（联）、省工商联参会，共商推动“和谐
同行”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举措及
今年工作思路。

据悉，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省总工会迅速配合省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及时起草
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开展集体协商“要
约行动”和“一帮一”和谐同行企业培
育共同行动；成立省集体协商指导团，
加强对特殊时期企业劳动关系的指导
和服务，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加强我省集体协商指导员
队伍建设，各市、县（区）共选聘专职集
体协商指导员277人。

2021年，省总工会将在省协调劳
动关系三方委员会的领导下，推动落
实“和谐同行”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既定任务目标，建立重点企业用工监
测和指导服务机制，建立重点问题线
索工作沟通、报告制度和重点企业清
单及服务指导台账，开展集体协商“要
约行动”，实施集体协商“稳就业 促发展 构和谐”行动计
划，引导企业和职工就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劳动标准、工
作时间、休息休假等开展协商，实现劳资双方互利共赢。
还将落实好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即将制定出台的
《劳动用工指导手册》、陕西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建设规
范》地方标准，积极参与省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与工业园
区评选。继续健全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工会劳
动关系监测点建设，加强劳动关系形势分析研判，坚持底
线思维，着力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风险，确保全省劳动关
系持续稳定。 （省总基层工作部供稿）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生 王诗婕） 1月
21日下午，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
决定任命王旭光为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
检察长。

王旭光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1月21日下午，陕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任命徐大彤
为陕西省公安厅厅长。

徐大彤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

本报讯（陈若怡）近日，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组
织集体学习，传达学习省总工会第一季度工会主席工
作例会精神，对全年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将努力把常规工作做细做
实，把特色工作做精做优，争取在中国财贸轻纺烟草
工会系统中走在前列。围绕建党100周年，策划开展
一批有温度、有特色、有针对性的职工文化活动；持续
深化“工会+行业协会+企业”协作机制；深入推进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开展“梦桃式班组”“陕西产业
工匠人才”选树，为职工素质提升聚力赋能。建立健
全与相关职能部门常态化联系工作制度，在涉及职工
利益、企业民主管理、维权服务等领域探索新路径、展
现新作为。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

把特色工作做精做优

传达学习省总工会第一季度工会主席工作例会精神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