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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
——首届“三秦最美农民工”巡礼

详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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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晚至 29 日凌晨，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站
联合长安蓝天救援队，对西安北站进行“地毯式”清洁消杀，此次消
杀作业累计消毒面积21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①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剑（中）等参加活动。

②工会讲解员在列车上给乘客发放春联并讲解
“陕西工会”APP。

③乘客在地铁上阅读《陕西工人报》。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①①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月 29
日上午，陕西“工会服务号”暨春节
系列惠工活动专列发车仪式举行。

“工会服务号”是省总工会着
力在西安地铁二号线打造的一趟

“宣传工会、服务职工”的地铁专
列。整列车厢以“中国红”为主色
调，分版块、图文并茂地把“陕西工
会”APP功能介绍、“陕西工会”APP
整体宣传、陕西工人报宣传三大板
块 30多个方面的服务内容和项目
展现出来，显得十分庄重醒目。其
中，“陕西工会”APP包括新闻资讯、
网上入会、法律维权、技能培训、职
工书屋、就业服务、互助保障、心灵
驿站、学习社区、工会地图、婚恋交
友和消费扶贫商城等十余个服务
模块，被称为“网上职工之家”，是
服务职工的新载体、新途径。

上午 10时，“工会服务号”从
西安北站驶出，沿途乘客纷纷点
赞，大家对“2021网上年货节”等惠

工活动兴趣盎然。据了解，为助力
做好全省疫情防控工作，鼓励职
工留陕就地过年，省总工会策划
开展了“2021网上年货节”、“福到
千万家”春联申领、“工会包邮
让爱回家”顺丰速递首重抵用券免
费申领、“拜年亲情话费流量套餐”
免费领取、“跟着劳模厨师学做年
夜饭”、“过年七天乐——工会口
令红包”、“晒出你的坚守 送出我
的关怀——为节日期间坚守岗位
职工赠送温泉礼券”、“春节居家防
疫健康讲座”直播、“收假开工加
满油”满减等十余项惠工活动。
采访中，乘客纷纷表示，通过扫
码，了解到“陕西工会”APP 的功
能和服务内容，更好地参与到省总
工会春节系列惠工活动中来，真切
感受到了来自“娘家人”的温暖。

出席发车仪式的领导还看望
慰问了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
分公司职工。

陕西“工会服务号”暨春节系列惠工活动专列发车仪式举行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诚信之星”
■教育部：留校过年学生人数较往年翻两番
■中国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运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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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毅慰问劳模和困难职工
本报讯 1月 29日上午，省总工会副主席、省

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到航天四院、陕西电子信
息集团西京电气公司慰问劳模和困难职工，为
他们送上慰问信与慰问金，并与劳模和困难职
工代表进行座谈。

吴志毅激励劳模要再接再厉，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带动更多职工爱岗敬业、争创一流，努力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
辉煌。他鼓励困难职工要坚定信心，相信企业，相
信工会，相信党，坚强面对生活的困难，提高抗风
险能力，争取早日实现解困脱困。

吴志毅强调，维护服务职工是工会组织的基
本职责，企业工会应该关心关爱劳模，为他们干事
创业提供良好条件。要开拓思路、积极协调，争取
多方资源，帮助困难职工过上幸福生活，做好职工
群众的“娘家人”。

目前，省国防工会 2021年双节送温暖活动全面
启动，本级投入近 160余万元用于慰问 48家单位的
劳模、困难职工及节假日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并通
过“温暖速递”向 100名困难职工送去大礼包，向 500
名困难职工送去春联和“福”字。

发红包、给补贴、赠消费券……今年春
节，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各地政府陆续拿出
真金白银鼓励企业“留人”就地过年。“暖
政”一出，就广获点赞。“暖政”要暖心，关键
在落实。相关方面要拿出切实举措，确保
这些福利真正落到留岗人员身上。

发放留岗福利、倡导就地过年是国家
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让
好政策产生好效果，首先有赖于政府部门
细化实施办法、科学监督执行，把留岗福
利的发放工作做细做实。

例如，留岗福利落实执行往往涉及不
同层级的多个部门，如何协同、怎样执行、
谁来监督等细则还有待明确。目前，一些
地方探索补贴分步拨付、借助大数据精准
跟踪发放、对违规企业纳入社会征信黑名
单等办法，力求让留岗福利直达留岗人，
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让留岗福利直达留岗人，还需要企业提高责任意
识和诚信意识，真实上报留岗人数，及时落实政策福
利，确保人留心安有获得感。同时，每一位留岗人员
也应配合政府、企业共同做好防疫工作，为全国防疫
大局贡献一份力量。

留岗福利不是“纸上福利”，而是事关疫情防控大
局的关键措施，是影响留岗人员获得感的惠民之举。
相关方面要尽快拿出细招实招，让留岗员工过一个有
满满获得感、幸福感的春节。 （杨玉华 程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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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挂牌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月 30日上午，陕西交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省高速集团、省交
建集团、省交投集团等 17家交通企业合并。

据了解，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是省政府出资设立
的国有独资企业，授权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新组建
的集团以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陕西省交
通建设集团公司、陕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3家集团公司为基础，合并了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院、西安公路研究院等其他 17 户企业。截至
2020年底，企业资产总额为 5651亿元，员工总数 3万
余名，养护管理公路里程 5990公里。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1月 31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阮富仲，祝贺他当选越
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欣悉你当选越南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谨代表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你并通
过你向越南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示
热烈祝贺。

越共十二大以来，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
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共产党
加强党的建设，带领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建
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一系列成就。越共十三
大成功召开，开启了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我相信，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志
为首的新一届越共中央领导下，越南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
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我十分珍视中越两
党两国关系，愿同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一道，
加强战略沟通，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
交流合作，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引领中
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推动地区
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积极贡献。

衷心祝愿你在崇高的岗位上取得新的
成就！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桂璐

省商务厅一行来省总开展网上年货节调研和消费扶贫专馆业务对接
本报讯（贺莉娜）为落实省政府与省总

工会第二十七次联席会议精神，1月 28日上
午，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贾银生等一行 5人
来到陕西省总工会调研“2021网上年货节”
开展情况并就支持工会进入线上线下消费
扶贫专馆进行业务对接。省总工会二级巡
视员贺英俊出席座谈会并与调研组一行进
行了深入交流。

在座谈会上，大家集体观看了陕西省总
工会脱贫攻坚工作纪实片，省总工会脱贫攻
坚指挥部办公室汇报了陕西工会消费帮扶
整体工作思路及成效，省总工会网络中心详
细介绍了“2021 网上年货节”、春节期间系
列惠工活动的工作安排和目前开展情况。

双方就春节期间产品供应、线上线下消
费扶贫专区专馆设立、社区团购服务开拓等

方面工作进行了探讨。调研组一行对工会
消费扶贫平台和网上年货节工作给予很高评
价，表示省总工会工作扎实、成效明显，建议
下一步要与商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建立
沟通机制，加强业务合作和交流，助推陕西工
会消费扶贫平台长效化发展。

贺英俊表示，要推进落实省商务厅及秦
真扶贫联盟在会上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将

“2021 网上年货节”举办得红红火火，将陕
西工会消费扶贫平台打造成品牌平台，逐步
提升平台社会效益，更好服务职工群众。

省商务厅一行还参观了省总工会网络
中心，了解了陕西工会网上架构体系及网
络工作部门建设情况。省总工会脱贫攻
坚指挥部办公室、网络中心相关同志陪同
调研。

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坐落在这里。
7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就是在这个小山村诞生并唱响。

踏着青石板铺就的石阶拾级而上，
走进一个宽敞的院落，这里曾是堂上村
的中堂庙，如今还保留着正殿和东厢
房。40 多平方米的东厢房内，土炕、炕
桌、油灯、格子窗……70多年前，人民音乐
家曹火星正是在这里奋笔疾书，创作出了
这首反映亿万中国人民心声的伟大作品。

1943年 9月，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
众剧社 40多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
根据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19岁的
曹火星和其他 3位同志从晋察冀边区总
部出发，跋山涉水来到了堂上村，他们白
天帮村民干活、组织文艺演出，晚上进行
歌曲创作，在堂上村住了近一个月。

利用当地流行的民歌曲调填新词，
小分队接连创作了 4首宣传党的抗日主
张的歌曲。最后，小分队计划创作一首
能概括前 4首内容的歌，并将任务交给了
曹火星。

这首歌该怎么写？
中国共产党救人民于水火、救民族于

危亡的事实在曹火星的头脑中一幕幕呈

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
感。当时堂上村已开展了
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
作，火热的生活场景深深
地感染着曹火星，“他改善
了人民生活”“他实行了民
主好处多”等歌词正是当

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经过 3天的创作与修改，歌曲《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中国》完成了。曹火星兴奋
地推开屋门，叫来 11 名儿童团员，教他
们学唱这首新歌。“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
的道路，他引导着中国走向光明……”
清脆的歌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真挚的感情，滚烫的旋律，这首歌很
快在当地群众中传唱开来，随即唱遍晋
察冀边区、唱遍了全中国……

1950年，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
歌，立即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
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伟人的点睛之笔，使歌
曲具有了更加严密的逻辑。此后，《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至今，鼓
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

2001 年 6 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纪念馆在堂上村落成开馆，后于
2006 年新建 1800 余平方米的新馆，2019
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纪念馆近期将进行展陈改
造提升，以全新的面貌、创新的方式为
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的参观体验，喜迎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任正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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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凤翔县撤县设区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李旭东）1月29

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国务院批复同意我省
撤销凤翔县，设立宝鸡市凤翔区。设区后，隶属关
系、管辖范围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