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

18
星期六

辛丑年八月十二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陕西工人报社出版

1950年2月7日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7818期

今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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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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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中心控制室考察。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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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考察，深入
企业、农村、学校、革命旧址等进行调研，在
当地广大职工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
纷纷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切实把总
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巨大热
情和强大动力，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勇争
先、砥砺前行，在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中贡献力量。

9 月 13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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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的到来，是对我们一线工人的
极大鼓舞。”该公司全国技术能手、陕西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跃表示，要牢记总
书记的嘱托，苦练本领，不断开发新技术，争
做有理想、有信念、作风硬、本领强的新一代煤
化工产业工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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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化工有限公司公用工程事业部动力
装置机炉操作工王欣欣深感责任重大，“我要
立足岗位，勇于奋斗，坚定理想信念，接续奋斗
实现人生价值。”

陕西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主席张嗣华表
示，能源化工事业的发展，关系国家能源安全、
人民生活幸福，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
新形势下，能源化工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新
时代的产业工人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
开创产业创新发展新局面。

9月 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米脂县
银州街道西沟村考察调研。

“总书记亲切的话语，给予我强大的精神
动力。”榆林市劳动模范、陕西省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陕西青创联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雄彪心潮澎湃，“作为一名从事米脂小米农
产品电商企业的职工，我将继续扎根米脂，在
新的征程上，讲好米脂故事，用实际行动为米
脂县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米脂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
姬巧玲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为米脂的发展擘
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会牢记嘱
托，充分发挥工会的职能，引导广大职工听党
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大局观念，练
就过硬本领，争创一流业绩，力争在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上贡献力量。

9月 1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绥德实
验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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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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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番话，
作为一名教师我非常激动。”绥德实验中学
教师、工会主席马宏武表示，自己要为孩子们
提供更多发现自我、充实自我的机会，关注学
生身心健康，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丁海燕说，自己将以总
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以教修身、以教立身、以教树德，一步一
个脚印，为孩子们树立榜样，做好引路人，力争
为祖国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建设性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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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马治东表示，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将沿着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不断提高工作水
平，努力创新工作方式，竭诚服务职工群众，
绝不辜负党对工会寄予的厚望，绝不辜负职
工群众对工会的期待，团结带领职工为陕西
高质量发展建功立业。 本报记者 牟影影

在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中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榆林引发强烈反响，广大职工群众纷纷表示——

据新华社酒泉 9月 17日电（记者
黎云 张汨汨）北京时间 2021年 9月 17
日 13时 34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
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
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
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这也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
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任务。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 6 月 17 日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
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3名航天
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 3个月的驻
留，在轨飞行期间进行了 2次航天员出

舱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
技术试验，在轨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
留、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
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
和运营关键技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行任务的圆满成功，为后续空间站建造
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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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高照，三秦大地披金辉；
硕果累累，再接再厉谱新篇。
在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在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奋斗“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考察，出
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看望慰问干部
群众，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三秦儿女
倍感温暖、倍感振奋、倍增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
远瞩、内涵丰富，思想深邃、言近旨远，体现了对
陕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饱含着对人
民群众的亲切关怀和关心厚爱，是对全省干部
群众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勇前进的巨大鼓
舞，为陕西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做好各项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将对陕西高
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亲山亲水，念兹在兹。一直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十分关注陕西发展、关心家乡人民。2015
年春节前，总书记来陕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对
陕西提出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要求。2020年
4月，总书记再次来陕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赋
予我们“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和“五项要求”重大使命。总书记两次来陕考察
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是对陕西精准的政治
引领、深厚的政治关怀，为全省做好新时代各项
工作增添了强大信心、注入了澎湃动力。在习
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陕西省委、省政府团
结带领全省人民，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奋
进力量，以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
气魄，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
高效能治理，新时代追赶超越展现新作为、取得
新成效。这些年来，陕西的每一步发展，无不倾
注着总书记的如山厚望，无不沐浴着总书记的
眷眷深情。

殷殷嘱托暖人心，一步一履总关情。此次
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企业、农村、学校、革命
旧址等进行调研，同企业职工、村民老乡、老师
同学等亲切交流，了解循环经济建设、煤化工深
度发展情况，听取黄土高原生态治理介绍，察看
农作物长势，询问老乡生产生活状况，参观革命
旧址、追忆革命历史，观看学生学习和体育锻
炼，观摩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考察中，总书
记就陕西发展作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
再厉”“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等一系列
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这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从奋
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全局出发，对我省工
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深
刻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好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
和党中央的关怀厚爱。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是全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精心安排
部署，认真组织传达，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传达到每一个
党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确保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在三秦大地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作为全省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深刻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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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要求，
深刻领会关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产业转型
升级、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乡
村振兴和体育事业发展等各项工作的明确要
求，真正学出坚定信念、学出强大动力、学出使
命担当。

要宣传好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报道
好全省上下的热烈反响，扎实搞好宣讲阐释，让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引导干部群众深深感受总书记的领袖魅力和为
民情怀。

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与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结合起来，
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前两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结
合起来，做到相互贯通、一体学习、一体落实。
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本领域实际，深入调查研
究，细化贯彻措施，逐条逐项落具体、落实在。
要对表对标、查漏补缺，谋深做实全年工作和

“十四五”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确保完成经济社会各项目标任务。

征程万里风正劲，勠力同心再出发。
以赳赳老秦的“拧劲儿”，三秦儿女点燃万

丈豪情，奋楫笃行；
用追赶超越的使命担当，三秦大地激荡昂

扬斗志，一往无前！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不负厚望，解
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一步一个脚印地
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陕西日报社论）

牢记嘱托 再接再厉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近日，《陕西省“十
四五”基础测绘发展规划》印发。《规划》指
出，“十四五”时期要确立适应新发展阶段要
求的基础测绘服务新模式，为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准确、及时、多层
次和全方位的基础地理信息保障服务。

《规划》提出了六项重点工程，分别为测绘
基准体系维护与升级、基础地理信息动态更
新、地理国情监测及服务、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能力建设、基础测绘技术创新工程、应急测绘
保障能力建设等六方面重点工程，并细化设置
了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础设施优化升级、1:1万
基础地理信息更新、地理省情监测、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测绘保障等 17个工程。

《规划》从明确工作职责、统筹规划实施，
完善法规政策、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科技创新、
加强人才培养，保障经费投入，强化资金管理
等四方面完善了支持保障措施。

《陕西省“十四五”基础测绘发展规划》印发

提供准确及时全方位地理信息服务

本报讯（记者 鲜康）9月17日，记者从省统
计局获悉，8月，全省工业生产稳定，投资结构优
化，全省工业投资占全省全部投资的 25.8%，高
技术产业投资在全省投资增长持续放缓的态
势下连续 3个月呈加快态势。

8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1-8月，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 9.7%。能源
工业增速回落，规上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下
降 0.9%，规上非能源工业增长加快，增加值同

比增长 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重点产
品生产平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缓，结构持续优化向
好。1-8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12.6%和
6.3%，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0.2%。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长稳定，商品房销售额 2424.25亿元，商品
房销售面积2448.26万平方米，商品房待售面积
575.29万平方米。

我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呈加快态势

休 刊
启 事

根据本报出版计划，9月20日（周一）报纸调整至
9月18日（周六）出版，9月21日（周二）休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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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前夕中秋前夕，，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工会计量检测中心等基层分会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工会计量检测中心等基层分会
组织职工制作月饼组织职工制作月饼、、猜灯谜猜灯谜。。 杨梅杨梅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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