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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中国队选手陈云霞、张灵、吕扬、
崔晓桐在比赛中。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赛艇项目女子四人双桨
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赛 艇

女子四人双桨

7月28日，中国选手谢思埸（左）/王宗源在
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决
赛中，中国选手谢思埸/王宗源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跳 水

男子双人三米跳板

举 重

男子73公斤级

7月28日，中国选手石智勇在比赛中。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73公斤级

决赛中，中国选手石智勇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用“烟火气”传递善意与温暖

详见第二版

——走进西安首家住院陪护爱心共享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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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
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出版发行

据工人日报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编
写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
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一书，近日
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公开发
行。此书是第一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
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阐
释、深度解读的权威读物、辅导读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就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
出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
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科学回答了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
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开
辟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的新境界，
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创

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

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由中华
全国总工会课题组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
和全面解读的基础上形成，经国家新闻出
版署重大选题备案审核同意后出版，全书
分 8 个章节，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基本
内涵、精神实质及实践要求，及时回应了
广大职工关注的热点、要点、重点问题，是

迄今为止关于重要论述最全面、最权威、
最准确的深度解读。作为这些年来全总
和各级工会学习贯彻重要论述的一个重
要成果，本书出版有利于加深对重要论述
的理解和思考，并用以指导工作实践，必
将满足广大党政工干部和职工群众学习
这一重要论述的迫切需求，在全国广大读
者特别是亿万职工中进一步掀起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新热潮。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中消协 28日发布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超 7亿元。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约 52 万件，同比下降 7%；解决约 41 万件，
投诉解决率 79%，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
倍赔偿的投诉 3725件，加倍赔偿金额 346万元。

今年上半年，家用电子电器类、日用商品类、食
品类、服装鞋帽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位居商品大类
投诉量前五位；生活社会服务类、互联网服务、教育
培训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服务、销售服务位居服务类
投诉量前五位。食品安全、汽车消费、房屋装修、校
外培训、跨境网购、美容消费、旅游消费、线上金融、
预付式消费等均为投诉热点。

全国消协组织

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超7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7月 28日，中华
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十
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主持会议并
讲话。

王东明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大政治任务和加强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学
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
新，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主线，认真履行工
会基本职责，切实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要
抓好工会“十四五”规划贯彻落实，推动理论武
装、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维权服务、工会组建
等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新成效。

会议听取了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陈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了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建会入会情况的汇报。

全总十七届十次主席团会议在京召开
推动理论武装、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维权服务、

工会组建等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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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近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李京春、工会干部
黎登寨和郁俊宜教授来到省总工会帮扶的
吴起县吴仓堡镇党畔村“传经送宝”，为果
农和技术员进行现场培训和技术指导。

今年 7 月初，省总工会驻党畔村工作
队新老队员轮换以来，省总驻党畔村第一
书记赵亮，队员李涛、方依迅速进入角色，
熟悉镇情村情，落实省总工会帮扶项
目。在走访调研中，针对党畔村大棚种
植樱桃经验不足、出现病虫害的问题，驻
村工作队积极向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反映
情况，并说明村民想邀请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专家到现场指导、解决问题。

经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积极协调，7月 26
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会的组织下，
郁俊宜教授等赶到党畔村，走进田间地
头，围绕樱桃树的品种选择、种植、水肥管
理、修剪及病虫害防治等详细讲解，对大
棚樱桃推广发展及大田樱桃秋冬季管理
技术等进行培训，现场解答果农及技术
员提出的问题。

通过此次现场“传经送宝”，让果农和技
术员学到了很多实用技术，为党畔村种植业
发展和村民尽快致富提供了技术支持。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官兵在演训场上开展“月评六名优秀共产党
员”活动（5月27日摄）。 新华社发（张增岩 摄）

学习贯彻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本报讯（鱼博）7月27日，商洛市总工会召开
“提士气强担当建机制促发展”作风建设动员部
署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总全委会精神，市总工
会机关和困难职工援助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会议要求，全体工会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得力措施，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领导干部要带头示范
担当，引领带动全体工会干部实现作风大转变，
为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要切实把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
的强大动力，通过增强作风建设，持续传导压力，
提振精神士气，改出工会机关新作风、新效能，努
力使工会各项工作走在群团组织前列。

改出机关新作风新效能商洛市
总工会

本报讯（刘倩）7月27日，省机械冶金建材工
会召开专题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总全委会精神。

会议要求，要把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守正创新做
好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进一步摸清职工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有针对性开展调查研究，不
断丰富“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清单，推动各
项工作举措落地落实；要不断提升做好工会工
作的能力和水平，按照“十改十问十努力”要
求，进一步锤炼“勤快严实精细廉”工作作风，
增长才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奋力谱写陕
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推动工作落地落实省机械冶金
建 材 工 会

自6月18日开幕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观。展
览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一百年来，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
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
恢宏的史诗。

置身党史展览馆，通过一件件文物、一
个个场景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能
够深刻认识为何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

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一座红色场馆，一段浓缩历史，一份精
神传承。眺望前方，必须以史为鉴，把党的
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
好、发扬好，牢记奋斗初心，担当历史使命，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广泛开展。学
习党史，就是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
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最终落
脚点是学史力行。面向新征程，要努力把学
习党史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
界的实际行动，在鉴往知来中奋力前行，汇聚
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王思北）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28 日从文化和
旅游部获悉，为解决当前优秀艺术人才特别是领军
人才、骨干人才不足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将推动
以“师带徒”的方式对声乐、表演等艺术人才实施专
业指导。

据悉，由文化和旅游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音乐会将于 8 月 6 日启幕，包括展演活动、“辉煌
100年”系列演出、“东亚文化之都”城市特色演出与
论坛等七大板块。

据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负责人介绍，结合本次
音乐会，文化和旅游部实施了“全国声乐领军人才培
养计划”，从报名的近 1400 人中遴选出 52名优秀声
乐人才，后期将组织阎维文、雷佳、蔡国庆等业界知
名专家、艺术家，以“师带徒”的方式对他们专业指
导，并通过参与“哈夏”音乐会展演活动，帮助入选学
员提升歌唱和表演水平。

据悉，对不同艺术门类的领军人才培养，方式也
将有不同的针对性：创作人才培养以进修培训和
创作实践相结合，组织开展重大历史、重大现实题
材创作；表演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演出实践，以剧育
人、以演出人。

文化和旅游部

以“师带徒”方式推动文艺领军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