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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工会组织劳模工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郭大为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9 月 22 日，省总

工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组织劳模工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安排
落实全省工会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
主持并讲话。20 名劳模工匠代表参加，并
交流学习体会。

郭大为指出，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充分体现了对陕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充
分体现了人民领袖的伟大情怀和对家乡人
民的深情厚谊，充分体现了对陕西发展的

殷切期望。全省各级工会要把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充分发挥工会宣传阵地作用，多角度开展主
题宣传，抓好面向基层、面向职工群众的宣
讲，引导职工群众不断加深对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理解和把握，学出
坚定信念、学出强大动力、学出使命担当。

郭大为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找准工会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紧扣
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大职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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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到工会
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要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只要符合党的政策，有利于职工群众，有
利于促进发展，就要敢为人先，大胆探索，积
极主动作为。要认真贯彻全国产业工会工
作座谈会议精神，以产改工作推动产业工会
工作创新发展。要抓好中国工运事业和工
会工作“十四五”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的落实
工作，一项盯着一项抓，一件接着一件干，
干出工会工作新气象。

劳模工匠代表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这次来陕考察让全省职工群众深受鼓舞、
信心倍增。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劳模工匠要走在前、勇当先，深学深
悟，学以致用，只争朝夕，创新实干，以优
异成绩回报总书记、党中央的关心厚爱。
大家纷纷表示，新时代，陕西高质量发展
咱们工人有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立足
岗位作为，持续贡献力量，团结和影响广大
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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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2.4万亿元
■市场监管总局：5项新的国家计量基准出台
■陕西百日千万网络招聘发布岗位超120万个
■9月23日3时21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

本报讯（记者 鲜康）中秋小长假铁路运输4天时
间，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
111.5万人次，其中，发送省内旅客 77.3万人次，占旅
客发送量 69.3%。西安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17.7万人
次，西安北站累计发送旅客38.5万人次。

假日期间，共加开始发旅客列车 225列，累计增
加有座席运力 23.6万个。针对成都、重庆、峨眉山、
宜宾、太原、永济等热门方向，扩编加挂列车12辆，重
联25对动车组列车，增加运能5.7万个。9月18日至
21日，西安与汉中、宁强间累计增开往返始发动车组
列车 32列。同时，汉中车务段主动对接客运枢纽站
和各县区汽运公司，根据客流情况，加密镇巴、略
阳、勉县等方向班车频次，实现公铁无缝接驳。

中秋小长假陕西铁路
累计发送旅客111.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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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全省职工群众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表示一定牢记嘱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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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创新促转型 实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

能源行业发展、践行能源战略指明了方向，是
能源清洁转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能源集
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机动工程部
经理梁中超说，“今后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立足基础、创新发展、掌控
核心，实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能
源安全体系建设和民族复兴奉献力量。”

“在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新形势下，现
代新型煤化工产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
们新一代煤化工人将积极践行安全、绿色、

创新、高质量发展理念，努力探索以碳减排
为前提的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国家能源
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烯烃党总支书记、分
会主席刘洪亮说。

陕煤集团陕焦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姚
继峰表示，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规
划下，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公
司要紧跟国家步伐，以国家责任和能源产
业发展为己任，以“守我之岗必有所为”的
践行力，全力打造高效、节能、绿色、低碳的
一流焦化企业。

“我们蹲点的铜川新材料产业园光电产
业区块，聚集了研制生产高性能光学产品、
磷化铟、柔性电路等产品的高科技企业，填
补了我国多项空白。”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
副主席、省总赴铜川市蹲点工作组成员吴建
斌说，“结合蹲点工作，我们要始终同人民站
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切实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助力，为基层工会和一线职工办实
事好事，更好地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

以产业促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开启新篇章
全国劳动模范、山阳县南宽坪镇安家门

村党支部副书记宁启水说：“我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全心全意当好群众的‘服务员’，
带领全村人把家乡建设成生态宜居、产业兴
旺、生活富足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副主席、省总工会
驻吴起县吴仓堡镇党畔村第一书记、工作
队队长赵亮表示，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发挥工会干部联
系职工群众的优势，与村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抓紧落实省总工会帮扶项目，一如既
往地抓好产业发展，加强党建工作，建强支
部，发挥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乡村振
兴这篇大文章中写好工会的章节，让村民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以实干促提升 展现工会工作新作为
延安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黑树

林表示，我们始终坚持用延安精神、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职工群众，充分
运用延安红色资源，特别是中央职工运动委

员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延安工人学校工运
旧址，积极开展工运理论研究，举办劳模工匠
和干部职工教育培训，扎实推进延安南泥湾
劳模工匠学院建设，不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谱写陕西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工会组织的智慧和力
量，以实绩实效做到“两个维护”。

绥德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徐波说：“作为
工会干部，我将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找准定
位和方向，创新思路和措施，强化责任和担
当，扎实工作、狠抓落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
和强有力的举措，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在绥德大地上落地生根。”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徐富权说：“要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抓住产业工会的特点，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敢做善为，履职尽
责、创新实干，凝聚力量、接续奋斗，扎实推
进工作创新，在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中贡献产业工会的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牟影影

强化使命担当 永葆为民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全省职工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

勤于劳动、勇于奋斗，创造
出灿烂的文明，历经沧桑而
生生不息。回望百年，在中
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广大
劳动者辛勤劳作、艰苦奋
斗，谱写出“换了人间”的壮
丽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上，精辟论述
了劳动精神“崇尚劳动、热
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的内涵。我们坚信，在
新征程上，劳动精神必将激
励全体劳动者用汗水浇灌
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谱
写新的时代华章。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劳动，通向伟大梦想

陕北南泥湾，延安大生
产运动纪念碑静静矗立。
碑身上，“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八个大字遒劲有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进
攻和大规模“扫荡”，国民
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
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
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
极大困难，一度陷入没粮、
没油、没纸、没衣、没经费的境地。

危难之际，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克
服困难。“力”在何处？在广大劳动者中！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开展
起来——1941年春，迎着料峭寒风，三五九旅的战
士们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挺进南泥湾垦荒。广大
军民以高昂的劳动热情，将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
成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

纺一根线、垦一亩荒，边区军民在逆境中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顽强生存、英勇斗争。毛泽东指出“这是
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是通向伟
大梦想的进步阶梯。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从烽火连天的革命年
代，到如火如荼的建设岁月，再到波澜壮阔的改革
大潮，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用汗水和智慧奏响

“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律——
老工人孟泰带领工友献交器材、刨开冰雪收集废

旧零件，硬是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建成鞍钢当时著名
的“孟泰仓库”；产业工人许振超带领班组练就“一钩
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等绝活，多次刷新集装
箱装卸世界纪录；航天科技“嫦娥”团队勇于探索，成
功研制我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
一座座丰碑上，镌刻着不同时代劳动者只争朝夕、奋
力拼搏、开拓创新的身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
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
今天的成就。”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劳动，书写精
彩人生

这是一双特制的劳保鞋：鞋尖有钢板，底部
有钢钉，鞋底约两厘米厚。不到两年，鞋底还是
被磨平了。这双鞋，见证了柴闪闪“闪闪发光”的
奋斗人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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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张泉 温竞
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2021-2035 年）》22 日发布，为我国加
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作出全面部署。

纲要指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
产权强国，对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纲要提出，到 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会满意
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

步凸显，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到 2035年，我
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纲要从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
产权制度、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
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便民利民的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和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
权治理等六个方面部署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的重点任务，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条件
保障和加强考核评估等三方面组织保障要求。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发布

到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
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近日，省委组织
部、省乡村振兴局通报了 2020年度省级驻村
联户扶贫参扶单位和个人考核结果，陕西工
人报社被评定为优秀工作单位，这是近三年
来本报社第二次获得此项荣誉。报社驻村
工作队员杨志勇同志被评定为优秀个人。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陕西工人
报社聚焦帮扶目标责任，加强对驻村帮扶工
作的领导，制定年度帮扶计划，定期调研指导

工作，多方面发挥资源优势，持续精准发力，
全方位提升帮扶成效，确保脱贫攻坚任务按
期保质完成。

在产业帮扶中，报社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
况下，实际落实帮扶投资15.5万元，用于修缮、
改造产业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牛羊养殖、
甜秆酒等项目产业发展，引导务工400多人。

在消费帮扶中，落实购买茶叶、木耳、香菇、
菜油、粉条、黄花等农业产品3.1万元，通过安康

扶贫空间等平台，销售蜂蜜、香菇、羊肉、木耳等
扶贫产品8万多元。驻村队员参加网络新媒体
现场直播活动，有效促进了扶贫产品销售。

在扶志扶智中，组织社会帮扶资金 5万
元，支持谭坝九年制学校改善寄宿生住宿条
件和师生课外读书条件，鼓励村民用知识改
变命运。同时，支持草庙村开展新民风建设。

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中，针对具体帮扶
的 9户 36人，对标“两不愁三保障”逐一落实

旧宅腾退补助、务工交通补贴、地力补贴、公
益林补贴、教育帮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缴
费补贴等各项惠农惠民政策。

今年以来，陕西工人报社在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持续
推进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下一步，将
认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政策，围绕乡村旅
游开发和产业发展巩固提升，继续坚持把帮
扶工作做扎实，作出成效。

陕西工人报社再获省级驻村联户扶贫参扶单位考核优秀等次

击剑——男子重剑团体赛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
←9月22日，

上海队选手谢文
骏（右二）在比赛
中。他以13秒37
的成绩获得冠军。

彭子洋 摄

→9月22日，
联合队选手石高
峰（左）和安徽队
选手俞乐凡在决
赛中。当日，联
合 队 以 45 比 31
战胜安徽队，夺
得冠军。

赵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