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

30
星期五

辛丑年六月廿一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1950年2月7日创刊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7782期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7月29日，在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中，中国
选手陈梦以4比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 摄

7月29日，在游泳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
赛中，由杨浚瑄、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组成的中国
队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冠。 新华社记者 丁旭 摄

7月29日，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
手张雨霏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丁旭 摄

夺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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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情用力为职工办实事省农林水利
气 象 工 会

本报讯（李可）7月 23 日，省农林水
利气象工会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学习贯
彻省总全委会精神，安排部署“送清凉”
活动和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
单位工作。

会议指出，要切实推动绿色生态文明
建设，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维护劳动
领域政治安全。正确处理好“回应”与

“引领”的关系，在方式方法上适应职
工、满足职工需求。在内涵上对职工思
想起到带动、指导作用。在“送清凉”活动
和试点工作中，不断走深走实。开展好调
查研究，坚持把“五个坚决”落到实处。

要以强化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为
着力点，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做
好劳动和技能竞赛，全力做好互助保障、
职工帮扶等维权保障工作，以“十型”工
作风貌，用心用情用力为职工办实事。

青年何谓？青春何为？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刻
指出：“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
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
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
量。”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
奋斗，壮丽的青春之歌，成为一代代中国青
年的青春主旋律，持久回荡在中华大地上。

如果给百年青春之歌选取一个主题，
那一定是最美青春献祖国。在革命年代，
如邓中夏、高君宇等无数青年慷慨
报国，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挺身向
前，以报国星火聚成燎原之势。在
建设年代，如于敏、王淦昌等无数青
年建功立业，年纪轻轻便隐姓埋名，
为护卫国防安全“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
的新一辈”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为己
任，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
实践中奋发有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
初心未改、本色不变，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
祖国和人民，为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注入了
青春力量。

青年的力量，是理想信念的力量。青
年周恩来“邃密群科”，为寻求救国真理奔
走求学，找到正确信仰与方向。28 岁的夏
明翰追随心中“主义”，从容就义前给妻子

留下了绝笔信：“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
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
人寰。”29 岁的陈望道心无旁骛地翻译《共
产党宣言》，把墨汁当成红糖水蘸着粽子
吃，还说不苦，一点都不苦，因为真理的味
道非常甜。正因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所
以青年成为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
生气的力量。

青春 的 模 样 ，是 实 干 奋 斗 的 模 样 。
“最美奋斗者”黄文秀，毕业后放弃大城

市的工作机会，毅然返回家乡投入脱贫
攻 坚 一 线 ，牺 牲 在 工 作 途 中 时 年 仅 30
岁。“最美快递员”汪勇，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为武汉战疫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后
勤保障，以非凡之勇守护人间温暖。“时代
楷模”杜富国，在突遇加重手榴弹爆炸时，
不顾个人安危把战友保护在身下。戍边英
雄陈祥榕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以血
肉之躯筑起了国防安全的巍峨界碑……
如何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一个个优秀青年给出的答案是，把个人

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接续奋斗、凯歌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
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神
舟”上天、“北斗”组网、“嫦娥”奔月、“蛟
龙”入海，科技强国事业的接续，需要青年
上下求索；产业扶贫、文旅消费、直播带
货，乡村振兴事业的传承，需要青年主动

担当；改革开放机遇无限，市场经济
大潮迭起，新发展格局开启，需要青
年勇往直前……当代中国青年是与
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
勇敢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挑选，才能
大展作为，不辜负伟大时代。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中变为现实。广大青年立大志、明大德、成大
才、担大任，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
取服务社会，谱写更为动人的新时代青春之
歌，正是党和人民的热切期待。 （陈宝剑）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最美青春献祖国

走走走 到基层最需要的地方去

陕西省总工会率先在全国开展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活动，聚焦解决工会组织覆盖不全、联系服务职工渠道
不畅等突出问题，着力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切实解决基层工会存在的问题——

今年3月，省总工会启动“进车间当工人、
拜师傅悟初心”实践活动，分批派出年轻干部深
入基层，了解职工所需所求，增进与职工的感
情；5月，省总工会印发《关于开展全省工会系统
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活动工作方案》，率先在全

国开展省、市、县（区）三级工会
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

两件事一个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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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决工会组织覆盖不
全、联系服务职工渠道不畅等
突出问题，着力促进劳动关系
和谐、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切
实为基层工会和一线职工解
决问题，更好团结引领广大职
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几个月来，陕西各级工
会迅速行动，务实推进，使
进车间实践活动和蹲点活

动成为夯实基层基础、“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有效载体。

“新兵蛋”进车间当工人悟初心问需求
“这个是成品钛棒，我们要先看看表面是

否磨损，再测量。”“这样吗？我再重新试一

遍。”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稀有金属材料公司
来了2名新“工人”，她们是省总工会新进干部
傅茜、陈小娟。

“秦小工”变“质检员”。一个月时间，她
俩不仅学会了质检，也通过与一线职工交朋
友了解到他们的不易。

“产品要在高温下熔炼，车间装不了空
调，职工的工服都看不出原本的样子了。”为
此，陈小娟觉得该把车间通风不畅等问题提
交给相关部门。

和陈小娟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其他几
名年轻的工会干部。今年3月，按照省总工会

“新入职干部见习制度”要求，10名军转和遴
选干部分别被送往中航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
司等 5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参与“进车间当工
人、拜师傅悟初心”实践活动。

一批结束，新的一批又紧接着走进车
间。省交通运输工会吴林波等 5名工会干部
分别走进陕汽控股集团越野车装配车间等企
业实习锻炼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与工人师傅同

吃同劳动。上卡车学检测，下车间抓安全，内
场布线装配，外场消防演练，在忙忙碌碌之中
体验了工人师傅之艰辛，感悟了工匠精神之
伟大。”吴林波深有感触地说。

当然，他也看到了工人长时间加班的辛
苦，并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为广大职工做好劳
动保护和维权工作。

与吴林波一样，两批参与见习的年轻干
部都关注着职工关心的事，不仅拓宽了服务
职工的思路，还征集到了一批散发着“机油
味”的意见和建议，为今后做好各项工会工作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老资历”蹲基层找问题办实事解难题
在铜川蹲点的省总工会第八蹲点工作

小组吴建斌和兰萌，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对
工作充满激情。 （下转第二版）

省总工会干部徐远红（左）与李根（右）在师傅王小青
指导下进行小麦粉降落数值实验。 （资料图）

贡献智慧力量贡献智慧力量 体现价值担当体现价值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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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暨西安市2021 年度
夏季送清凉集中慰问活动举行

郭大为出席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7月 29日，“学党
史、感党恩、办实事、送清凉”——陕西省
暨西安市 2021 年度夏季送清凉集中慰问
活动在十四运会重点配套设施“长安乐”
项目建设现场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并向现场职

工代表送上书籍、体检卡和防暑降温品。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瑞峰
讲话，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出
席，西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军主持。

本次活动由陕西省总工会和西安市总
工会共同主办，西安国际港务区党工委、

管委会协办，旨在切实做好职工安全生产
和夏季防暑降温工作，提升广大职工高温
劳动保护意识，有效防控高温中暑和各类
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职工安全与健康权
益，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迎十四运创文明
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出新贡献，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在集中慰问活动现场，省市工会领导

向服务十四运会主场馆区域的保洁员、快
递员、公安交警、公交司机、建筑工人等职
工代表集中赠送了 900 册党史、法律等有
关书籍，发放了 1000 张健康卡以及 800 份
包含茶叶、绿豆、蜂蜜、花露水、防蚊液等
防暑降温大礼包和 600箱饮料。

省、市总工会领导一行还专门到奥体
中心游泳跳水馆和体育馆慰问了赛事保障
人员。

据了解，省总工会 2021 年送清凉活动
共安排 197 万元资金，以集中慰问，各市总
工会、省级产业工会慰问以及 9 个蹲点组
慰问三种形式进行。紧紧围绕夏季安全生
产、疫情防控、防暑降温、高温劳动防护、
职工生产生活环境、饮食卫生状况等内
容，深入露天工作面、高温工作岗、重点建
设工地和疫情防控前沿，走访慰问一线职
工，监督职工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及防暑
降温工作，督促及时、足额发放防暑降温
费和高温津贴，促进企事业单位不断改
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习近平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
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7 月 29 日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塞建交半个世纪
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和支
持，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中塞人民守望
相助，并肩抗疫，展现了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

同比奥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
机，巩固友好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比奥在贺电中表示，塞中建交 50年来，双
方秉持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平等相待和共同
繁荣的原则，真诚友好，团结互助，在双边和
国际层面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塞方期待同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巩固两国
传统友谊，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

本报讯 7月 29日，省国防工会在职党支部召开
专题组织生活会。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
吴志毅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省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冯建秦到会指导。

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党支部工作情况、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情况、组织生活会准备情况及检视出的问
题。与会党员逐一发言，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主题，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目标要求，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
交流党史学习教育的感悟和收获，分析自身存在的
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了整改措施。达到
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的目的。

省国防工会在职党支部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省交通运输工会

召开关爱货车司机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刘强）7月29日，省交通运输工会在

省总工会机关召开关爱货车司机工作座谈会。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霞，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省交
通运输工会主席陈波出席。

赵霞指出，工会组织是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推进
货运企业组建工会、货车司机加入工会可给货车司机
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让货车司机有归属感。要
继续做好关爱货车司机工作，政府监管部门、企业、工
会组织、行业协会、货车司机都携起手来，加强协作，共
同为货运行业健康发展作贡献。

会后，赵霞为货运企业和货车司机送上“送清凉”
慰问大礼包。

■30年增85倍 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持续攀升
■150个人力资源服务项目签约总金额166亿
■住建部约谈5市政府 要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国家下达7.95亿元支持豫川晋浙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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