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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来自中国建筑和陕西建工的
350 名建设者身披“劳动最光荣”的红色绶带，
走进曾参与建设过的场馆观看体育赛事。

来自陕西建工 的 安 装 工 张 师 傅 说 ：“ 没
想到场馆建成后，工会组织会把我们请回来
观看比赛，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感
谢 党 和 政 府 及 工 会 组 织 给 我 们 送 来 这 份特
殊的尊享。”

据悉，十四运会期间，西安市总工会联合
十四运会执委会、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将
组织 1000 名场馆建设者观赛。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9 月 23 日，四川队以 3 分 17 秒 41 的成绩
夺得冠军。当日，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项目混
合4×400米接力决赛在西安奥体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 摄

本报讯（张晨俊）第十四届全运会正火热进行中，作为
全运会赛事指挥和广播电视中心，陕西国际体育之窗自
投入运行以来，各项服务任务顺利进行，为赛会顺利举
办保驾护航。

中建丝路陕西国际体育之窗作为十四运会的“最强
大脑”，包含赛事指挥中心、广播电视中心、安保中心、制
证中心等，负责从筹备、组织、建设、运行到赛后评估全
流程各阶段监测、指挥、控制与协调、保障工作，为十四
运会提供转播信号、传输调度、收录分发、制作编辑、节
目生产等服务。

陕西国际体育之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7.15 万平方
米，全运会结束后将调整为集写字楼、运动公寓等业态的
体育综合体，持续助力当地体育事业发展。

全运会全运会““最强大脑最强大脑””为赛会保驾护航为赛会保驾护航

根据本报出版计划，9月26日（周日）增刊一期，10月1日、10
月 4 日、10 月 5 日、10 月 6 日休刊四期，10 月 7 日（周四）报纸调至
10月9日（周六）出版。 陕西工人报社

休 刊 启 事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干部都要有秉公
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
性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是具体的，体现于日常
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轻干部要想成为可
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就必须从细节
做起，敢于坚持原则、勇于讲原则，不能被所谓
面子问题所困。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原则就是规矩和
准则，意味着必须始终恪守的底线、不能踩踏
的红线。回溯党史，在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先
锋模范人物身上，讲原则是讲党性的一个集中
体现。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原则问题从来都
是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大问题，来不得半点
马虎，容不得丝毫含糊。

在某种意义上，讲原则最大的敌人，就
是各种各样的私情和面子。现实生活中，有
的人习惯“说好话”“好说话”，搞一团和气，
成了不顾原则、丟弃原则的“好好先生”；有
的人“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枕边风一吹，耳
朵根就软”，过不了人情关、面子关，成了“通
情达理”的“温良绅士”；有的人不敢坚持正
确的主张和意见，总是碍于他人的情面，习
惯于顺风跑、顺杆爬、顺着说，态度暧昧、缩
手缩脚，成了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等
等。“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

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原则
是方向、规矩、底线，讲原则不讲面子，就应
知行合一、不弃微末，从一点一滴做起，用行
动诠释“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讲原则不讲面子，必须敢于说“不”。讲原
则，就要在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公与私等问
题上，勇于亮明自己的态度、立场和观点；对则
对、好则好、行则行，不躲闪、不回避、不暧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落马的领导干部在忏悔
时表示，最初收受贿赂就是“碍于情面”。因为
面子丢掉是非原则、最终害人害己，这样的教训
何其深刻！邓小平同志曾说：“不讲党性，不讲
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
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
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事实证明，在原则问题
上无路可退，一退则自乱方寸，危害甚深。

讲原则不讲面子，还要勇于去“私”。心
底无私天地宽，真正讲原则的人，总是能够捧
着一颗公心、不夹杂私利，任何情况下都始终
做到没有私心、不徇私情。反过来讲，一旦私
心杂念作祟、歪风邪气附身，原则的堤坝就极
易溃败。毋庸讳言，坚持原则会得罪人，但为
了事业、为了正气，就得拉得下面子、抹得开
情面，敢于“唱黑脸”，做到既在大是大非面前
讲原则，又在小事小节中讲原则。关键时刻
讲原则不讲面子，才是真正的大义所在。

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
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原则问题上
的铁面，是真正的情面；原则问题上的不让步，
方是进步。 （徐文秀）

讲原则不讲面子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9 月 23 日，由省人
社厅主办的全省第二届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
新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
大赛选拔赛开赛。

本次大赛自 8月启动以来，经过初赛、网
络评审环节，19个创业创新项目最终脱颖而
出，成功入围省级决赛。当天的大赛评出一
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9
名。排名前 13位的，将被推荐参加全国技工

院校第二届创业创新大赛。
省人社厅技校指导中心主任武争鹏表

示，本次大赛评选结果将与创业扶持政策的
落实相结合，获奖项目可免除反担保要求获
得创业担保贷款，所有参加全国赛的项目
在入驻园区、贴息贷款、培训辅导、资金扶
持等方面享受优先支持。获得国家级、省级
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可作为其指导老师评
优评先、职称评审等方面的业绩依据。

全省第二届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9 月 23 日上午，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瑞峰到
陕西工人报社、陕西职工帮扶服务中心、陕
西职工旅行社、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陕西省
办事处检查工作。

在陕西工人报社，王瑞峰鼓励记者眼睛
要亮，视角要广，多跑多写多思考，要紧扣全
总、省总重点工作和基层的亮点工作，使之
成为各级工会干部的重要参考和导向；鼓励
新媒体工作人员要在“新”上下功夫，要有新
思路新观点，充分运用新媒体的新形式、新
角度，反映和报道广大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和
精神文化情况，传播好声音，弘扬正能量。

在职工帮扶服务中心，王瑞峰实地察看
各业务窗口工作。他强调，要准确把握职工
需求，不断拓展服务功能和创新服务方式方
法，为职工提供更贴心、更精准、更便捷的服

务，使职工帮扶服务中心成为联系服务职工
群众、展示工会形象的重要阵地和窗口。

在职工旅行社，王瑞峰详细询问单位人
员构成、业务发展情况。在听到旅行社当
前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后，王瑞峰指出，职旅
要走出困境必须加快转型，顺时要把握好
时机，逆时要坚守住阵地，领导干部要带头
转变工作作风、强化纪律意识，提振精气
神，从队伍建设和环境建设抓起，攻坚克
难，力争各项工作有变化有提升。

在中互会陕西省办事处大厅，王瑞峰详
细了解了互助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以及
全省的参保情况后，他鼓励办事处提高保险
覆盖面和赔付率，针对工作薄弱点，多措并
举，不断提高职工医疗第二道防线的保障力
度，力争互助保障工作在陕西作出示范，走
在全国前列。

王瑞峰到陕西工人报社等单位检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9月 23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十三五”时期，陕西“文华大奖”获奖数量
全国第一。

近年来，我省推出话剧《平凡的世界》《路
遥》、舞剧《青铜》、秦腔《关西夫子》等一批优

秀剧目，话剧《长安第二碗》入选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情景剧《延安保育院 1946》获“红色故
事会”全国大赛特等奖，8部作品入选文旅部

“百年百部”优秀剧目，话剧《共产党宣言》《路
遥》全国巡演百余场，“陕派话剧”继“长安画
派”之后，成为陕西文化又一新的标志符号。

“十三五”时期陕西“文华大奖”获奖数量全国第一

本报讯（记者 刘强）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
办、中国国防邮电工会承办、陕西省国防工会
协办的“中国梦 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
进新征程”全国工会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
西安报告会，9月23日在西安华山俱乐部举行。

本次活动是全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活动，也是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内容。宣讲团成员韩利萍、白芝

勇、潘玉华、夏复山、张新停等 5 位全国劳
模分别作报告，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分享
心路历程。用他们坚定信念、忠诚职守、勇
攀高峰、争创一流的模范行动，鼓舞广大职
工在平凡岗位上建功立业。

会后，宣讲团成员在西北工业集团调
研，并与朱力全国示范性职工（劳模）创新
工作室职工交流。

全国工会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在西安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2021中关村
论坛开幕式将于 9月 24日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在开幕式上致辞。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

场直播。

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2021
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现场直播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安蓓）22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支持民营和境外
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运营。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
出，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
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纲要强调，
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
撑，布局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科学布局和推
进建设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技术创新为驱动
的新型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主要包括五方面：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家
骨干网和城域网协同扩容，开展千兆光网提
速改造。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商业化规
模化应用。完善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等空间
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泛在协同的物联网。

——稳步发展融合基础设施。打造多层

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融通创新。结合推进
新型城镇化，推动交通、物流、能源、市政等基
础设施智慧化改造。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
建设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民生基础设施。

——推动大学、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
业等深度融合，增强高水平交叉前沿性研究
能力。支持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发。建设
开放式、专业化众创空间，纵深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鼓励多元投入、推进开放合作。支
持民营和境外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
运营。参与相关国际规则标准制定。

——建立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增强安全
保障能力。

“更加积极主动向外资企业宣介有关法
律和政策，帮助外资企业融入新发展格局，
特别是引导推动外资企业在碳达峰碳中和、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
更多把握投资机会，融入产业链供应链，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国家发展
改革委外资司司长刘小南近日表示。

近期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
经济运行也面临疫情散发、大宗商品价格高
企等挑战。会议强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
稳定性、增强有效性，做好预调微调和跨周
期调节，加强财政、金融、就业政策联动，稳
定市场合理预期。

“去年我国季度间经济增速波动较大，在
今年形成基数效应，需要跨周期调节防止增速
大幅波动，使两年平均增速、环比增速尽可能
平稳并保持在合理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
合司副司长李慧说，要统筹做好今明两年以
及今年三四季度政策设计和衔接，及时出台
必要政策措施，夯实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的基
础，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会议强调，继续围绕保就业保民生保市
场主体实施宏观政策，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优
化营商环境。更多运用市场化办法稳定大宗
商品价格，保障冬季电力、天然气等供给。研
究出台进一步促进消费的措施，更好发挥社
会投资作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外贸外资稳定
增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我国支持民营和境外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运营

这份这份““尊享尊享””送给场馆建设者送给场馆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