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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华社西安9月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四届运动会 15日晚在陕西省西安市隆
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15日晚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
气氛热烈。

19时 58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等走上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
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20时，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伴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护拥着
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现场奏响
铿锵有力的《运动员进行曲》，全运会会旗、第
十四届全运会会旗和由 60名旗手组成的会旗
方阵、裁判员代表方队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
的是 37个代表团精神抖擞的运动员代表，他
们分别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
及 3个行业体育协会。全场观众用热情的掌
声和欢呼声欢迎运动员们的到来。

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迎风飘扬。

陕西省、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同志分别致辞。
20 时 40 分，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顿
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伴随着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歌的旋律，全运
会会旗和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旗徐徐升起。

运动员杨顺洪、教练员陈融雪、裁判员钟
杭伟分别代表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的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员宣誓。

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歌《追着未来出发》拉
开了文体展演《奋斗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的序
幕，整个演出由序曲“迎宾鼓阵”和“民族根”

“延安魂”“中国梦”三个篇章组成，借助多媒体
技术和声光电手段，生动诠释了本届全运会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的主题。
激动人心的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

仪式开始。从8月16日起，第十四届全运会火
炬在陕西省内接续传递，最后传入西安奥体中
心体育场。万众瞩目下，苏炳添、张雨霏、秦
凯、郭文珺、马龙等 5位火炬手接力传递，最后
由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获得者杨倩点燃全运
会主火炬。

21时 35分，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在主
题歌《跨越》掀起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15日下午，习近平在陕西大会堂亲切会见
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和全
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东京
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
等，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同大家亲切交
流，勉励他们奋力拼搏、再创佳绩。

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孙春兰、陈希、蔡达
峰、卢展工、何立峰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9月27日闭幕，共有
1.2万余名运动员参加竞技比赛项目，1万多名
群众运动员参加群众赛事活动。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
详
见
二
、三
版

开幕式现场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 姜琳）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5日发布通知开展特级技
师评聘试点。这意味着，我国在初级工、中级
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之上再设特级技
师岗位等级，技能人才进入“六级工”时代。

按照此次通知，特级技师应为企业生产
科研一线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并具备相应条
件的优秀高技能人才。聘用到特级技师岗
位的人员，可比照本企业正高级职称人员享
受相关待遇。可结合实际情况，按规定享受
疗养休假以及落户、住房、医疗保障、子女教
育等方面的优待政策。

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达到 2 亿
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5000 万人，技能人
才常年供不应求，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 1.5
倍以上。

“设立特级技师并保证其相关待遇，可以

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畅通他
们的职业发展通道，激励更多劳动者依靠技
能成长成才，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知明确，试点企业范围为经省级及以
上人社部门备案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
企业。企业应为特级技师设立技能大师工
作室等工作平台，为其开展技术技能革新、
工艺流程改进、解决重大技术难题等提供条
件，充分发挥其在技术攻关、发明创造以及
带徒传技等方面的作用。

据介绍，目前，山东等地已先行先试设立
特级技师岗位。中国航天科技、中国航天科
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拥有用人自主权的
部分央企也开展了积极探索，将技能岗位划
分若干等级并与薪酬待遇等挂钩，同时建立
与管理人员平行的职业发展晋升通道。

特级技师来了！
我国技能人才进入“六级工”时代

9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这是13日上午，
习近平在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考察时，同企业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新华社榆林9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陕
西省榆林市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光荣革命
传统，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切实
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 13日至 14日，习近平在陕西省委书
记刘国中、省长赵一德陪同下，深入企业、农
村、学校、革命旧址等进行调研。

13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国家能源集
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了解循环经济煤炭综
合利用项目规划建设运行情况。在中心控制
室，习近平观看项目产品展示，对企业坚持创
新发展，坚持安全、稳定、清洁运行的做法表
示肯定。随后，习近平到年产 40万吨乙二醇
项目现场察看，询问煤化工深度发展有关情
况，同企业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榆
林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
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控制总
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费
转型升级。煤化工产业潜力巨大、大有前
途，要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
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
发展，把加强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任务，加
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煤基特种燃
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等。

13日下午，习近平前往米脂县银州街道
高西沟村考察调研。山谷间果园、林地、梯
田、淤地坝错落有致，初秋的黄土高原一片
绿意盎然。途中，习近平临时下车走进田
间，察看谷子、糜子、玉米长势，同正在田间
劳作的老乡拉家常，询问他们生产经营、家
庭收入、医疗保障、子女上学就业等情况。
在高西沟村龙头山山顶，习近平听取了陕西
省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西沟村探索黄土丘陵
沟壑区综合治理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高
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你
们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发
展农村事业，路子走的是对的。要深入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治理
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生
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离开高西沟村，习近平来到位于米脂县
城东南的杨家沟革命旧址。1947年底，毛泽
东同志率领中央机关来到杨家沟村，在这里
战斗生活了 4个多月，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和

西北战场，领导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习近平
参观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旧址、毛泽东旧
居、周恩来旧居等，追忆革命历史，缅怀革命
先辈丰功伟绩。习近平强调，政策和策略是
党的生命。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
一思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
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和辉煌
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高
瞻远瞩、见微知著，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解决
战略问题，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
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要始终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
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
代、引领时代，同时坚持实事求是，从我国实
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习近平指出，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脉。

14日上午，习近平前往中共绥德地委旧
址，仔细察看旧址布局和部分复原场景，参观
有关专题展陈。习近平指出，回顾这段厚重
的革命历史，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党的利益在
第一位”，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
面”，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
面”，有着重大教育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
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继承
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利益
放在最高位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同人民
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随后，习近平来到绥德实验中学，先后走
进教室、操场，观看同学们书法练习和体育锻
炼，同大家亲切交流。他指出，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绵延不断，基础在教育。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基础在教育。我们办教育，就是要
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
社会文明程度，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全民族创
造活力。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全面
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真正把过重的学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减下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最后，习近平勉励同学们珍惜大好年华，
修身立德、勤学上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做
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陕西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习近平
来到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观摩石

雕、绥德平安书、剪纸、民歌、泥塑等展示，对
当地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表示肯定。陈
列馆外，正在进行陕北秧歌表演。习近平向
现场群众问好。他指出，绥德是黄土文化的
重要发源地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孕育发展了优秀民间艺术，展现了陕北人民
的热情、质朴、豪迈。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
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
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
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位于绥德县城西南的张家砭镇郝家桥
村，是绥德地委在抗战时期经过调查研究发
现的一个模范村，通过开展“村村学习郝家
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掀起了大生产热
潮。党的十八大以来，郝家桥村积极发展特
色产业，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
化，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14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这里，详细观看村史展
览，了解这个“红色山村”的光荣革命历史以
及革命传统传承情况。随后，习近平来到村
民侯志荣家中看望。侯志荣一家曾经因病致
贫，靠着各级帮扶和自身努力 2016年摆脱贫
困。习近平强调，看到你们一家人日子越过
越好、人丁兴旺，我感到很欣慰。让乡亲们过
好光景，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共产
党就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不断交上好答卷。
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
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不断夺取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更大胜利。

在村果蔬大棚基地，习近平仔细了解该
村产业规划发展情况，走进大棚察看葡萄长
势。在村互助幸福院、村卫生站，习近平同村
里的老人、医护人员等亲切交流。他指出，来
到郝家桥，我深受教育和启发。山沟沟能走
出致富路、过上好日子，靠的是政策好、人努
力、天帮忙。这里能做到的，其他地方也应该
能做到。重要的是深入调查研究，摸准情况、
吃透问题、找到办法、总结经验，持续发挥典
型引领示范作用，建好党支部、选好带头人，
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离开村子时，习近平深情对乡亲们说，无
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大生产运动，还是新时
代的脱贫攻坚战，郝家桥人始终勤劳奋进、开
拓创新。希望你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敢为人先、奋力拼搏，努
力把郝家桥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楷模。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