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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阳光洒在彩窗上，宽敞明亮的教
堂内，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
党旗，台下一排排简朴的会议座椅整齐摆放，
庄严而又宁静。

这座教堂位于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中
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日文艺
工作者和革命文艺人才的高等学府鲁迅艺术
学院在这里成立。

而让这座建筑更为引人瞩目的，是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这里召开。

“当时，虽然抗战形势严峻而紧迫，但还
是有中央委员 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
区负责人 30 余人参加了全会。这是自党的
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延
安鲁艺文化园区讲解员焦丽娜介绍。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
的政治报告并作会议总结。通过了《中共扩
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进一步巩固了毛
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随之，中国之未来命运充满光明。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进程是在艰难和曲折中缓慢地推进前行。
从 1930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到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不断走向
自觉与成熟。

正如会场内两侧横幅上的大会
口号：“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
立性，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只
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是指导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 1938 年 8 月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作出的《关
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为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召开做好了政治准备。

“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
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
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延
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强说。

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完整提出民主集中
制的“四个服从”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
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不仅在当时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党
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时至今日对党的建
设依然影响深远。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开
展马列主义学习竞赛，“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
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
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
好一点。”

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极为重要和关
键的，正如毛泽东在七大所强调的，“六中全
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如今，代表们住过的窑洞，已经修缮成为
六届六中全会纪念馆，里面的图片和文物继
续诉说着那段红色记忆。 （龚仕建 李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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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

本报讯（记者 刘强）近日，由国网陕西电
科院牵头的“十四运”保电重点配套工程——
西安东北部 330千伏架空输电线路迁改落地
工程第一阶段特殊交接试验圆满完成，标志
着“十四运”场馆电力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胜
利，为工程全面完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东北部 330 千伏架空输电线路迁改
落地工程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超高压电缆迁改

项目，涉及迁改落地 330千伏架空输电线路 8
回，新敷设电缆 100.8 公里，为“十四运”奥体
中心场馆及其附属设施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同时肩负着改善奥体中心区域、浐灞生态区
域空天景观、优化西安电网架构、进一步提
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和电网安全性的重
要使命，对促进西安全区段电网安全运行及
国际港务区经济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国网陕西电科院为“十四运”提供电力保障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贵州
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根据本报出版计划，2 月 11 日（周
四）报纸调整到2月7日（周日）出版，2月
17日（周三）报纸调整到2月20日（周六）

出版，2月12日（周五）、2月15日（周一）、
2月16日（周二）休刊三期。

陕西工人报社

休 刊 启 事

据工人日报 日前在京召开的全总十七
届四次执委会议，明确了 2021 年工会工作总
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全总要求各级工会，胸
怀“两个大局”、加强理论武装，把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体现
到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维权服务、改革创新
等工会工作的各项具体举措中，团结动员广
大职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
年。各级工会聚焦“十四五”时期的目标任
务，把 2021 年作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提升年”，继续深化改革试点工作，扩大跨区
域、行业、企业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实施
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五年规划，举办第七届全
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落实产业工人思想引
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
大等改革措施。

据悉，全总将以“建功‘十四五’、奋进新
征程”为主题，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开展劳动和技能竞
赛，并积极探索新产业新业态开展竞赛的新
形式。值得关注的是，各级工会将推动健全
竞赛同劳模评选、职称评定、技术等级认定、
工资收入等相融合的体制机制，健全以创新
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
系，拓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
建议等群众性创新活动内涵，加强智慧众
筹，保护和激发职工的首创精神。

今年，各级工会将继续抓住劳动就业、收
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技能培训等重
点领域，突出城市困难职工、农民工、新经济
领域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切实加大维权服务
工作力度，特别是突出抓好职工生活品质的
提高。包括做好下岗职工、农民工、城市困
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配合做
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维护货车司
机、快递员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大力推
进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建立健全
困难职工家庭常态化帮扶机制，防止相对困
难、意外致困职工家庭返贫；促进工作场所

性别平等；深化职业病防治工作，等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全总

将隆重开展一系列富有工会特色的庆祝建
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
领。如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永远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宣传教育，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围绕 100 年来党领导工运事业
主题，展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
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理论研讨；开展以劳
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启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加强新时代劳动教
育，组织劳模进校园、大国工匠进校园，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
大职工紧跟共产党、奋进新时代。

与此同时，各级工会将突出抓好工会改
革的深化和工会系统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着力破解基层基础薄弱难题，加快智慧工
会建设，进一步提升工会工作制度化法治
化水平。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将探
索健全和完善联系职工群众长效机制，走
好网上群众路线。

2021年工会工作主要任务已明确——

动员广大职工团结一心努力奋斗

就地过年也幸福就地过年也幸福

既要安全健康，也要欢乐祥和。
2 月 6 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国
建筑西北区域总部，向春节期间坚
守西安幸福林带项目建设一线的职
工送来了米面油、大肉等物资。让
坚守在这里的职工倍感暖心、安心，
幸福感满满当当。据悉，幸福林带
项目是西安市近年来最大的市政、
生态、民生工程之一，今年7月1日将
对外开放展示。

图为职工搬运分发的慰问品。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他是陕西地电系统配网带电作业第一
人，搞了很多工艺、工器具方面的创新，也是
众创空间技能带头人，培养了很多技术能
手。”1月 20日，记者来到陕西省地方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咸阳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陕

西地电咸阳分公司），该公司党委书记张锋
如此评价该公司高级技师刘欢。

工作 16年来，刘欢先后荣获陕西省劳动
竞赛标兵、咸阳市劳动模范、陕西产业工匠
人才等荣誉，2020年获三秦工匠荣誉称号。

攻坚克难
陕西地电系统配网带电作业第一人
2011 年，为了更好服务经济建设，方便

百姓生活，陕西地电决定试点开展配电线路
带电检修，以有效减少线路停电时间。这个
任务就交给了当时还是泾阳县供电分公司
保线站站长的刘欢。

虽然带电作业在电力系统已经是成熟的

技术，但毕竟高空配网带电作业，“相对于主
网带电作业，配网作业离带电体更近、空间
更小，也更加危险。”带电作业班组员第一次
培训操作时，还是心里犯怵。

“第一次全副武装触摸电线，是一个奇妙
的感觉。虽然有绝缘服、绝缘手套，但是在
手掌与电线接触的瞬间，浑身还是不自觉地
像过了电流一般。当接触上的时候，却是毫
无感觉，心里一下子就放松了。”刘欢说。

经过刘欢的亲身试验，其他成员悬着的
心才放了下来。此后，带电作业班无论是实
操演练，还是每项带电作业，刘欢都先学先
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遮蔽线路”“开始操作”“要由高到低、
由近到远、由大到小”……2012 年 7 月 20
日，站在泾阳县城北流馈路 61 号杆前，刘
欢作为班长坚定发出指令，带领作业班完
成了陕西地电系统首次配网带电作业任
务，填补了空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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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三秦工匠、陕西地电咸阳分公司高级技师刘欢

“与电共舞”的技能带头人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者 5日从中华
全国总工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 23万家百
人以上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

据了解，自 2018年以来，全国各级工会
持续推进货车司机、快递员等八大群体入

会和百人以上企业建会专项行动，全国新发
展八大群体会员 874.3万人，有效扩大了工会
组织覆盖面。

与此同时，全总加强和规范县级工会、
乡镇（街道）工会、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

会建设。2020 年，全总对乡镇（街道）工会
专项补助经费 1.57 亿元，安排入会专项资金
880 万元，对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补贴 1.36 亿
元，年度新增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3300 余人、
累计超 4万人。

全总：23万家百人以上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国家税务总局日
前发布《关于税费征收过程中人民币现金收
付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为保障纳税人、缴
费人使用现金的权益，线下办税缴费服务场
所（含办税服务厅、代办机构等）应设置人工
现金收付通道，提供收取现金、找零服务。

通知要求，委托代征代收税费的，税务部
门应当通过书面形式，明确要求受托方设置
人工现金收付通道。各地税务机关在大力推
进“非接触式”办税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不
使用智能设备纳税人、缴费人的需要以及可
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满足纳税人、缴费人以

现金方式纳税缴费需求。
通知明确，各地税务机关社保（非税）、收

入规划核算、纳税服务、征管科技等部门要
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确保人民币现金收付
渠道畅通，保证现金税费收取后严格按照规
范流程和时限办理缴库。

税务总局：办税缴费场所应设人工现金收付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