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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中国
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这是党中央坚强领
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
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
民的重大胜利。

事实早已证明，孟晚舟事件是一起针
对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
政治迫害事件。2018 年 12 月 1 日，在美国
一手策划下，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加拿大转机时，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
法律的情况下被加方无理拘押。美方对

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尽管
美加一再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以法律为
借口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护、开脱，
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加所讲的法律不过
是服务于美国巧取豪夺、打压异己、谋取私
利的工具，毫无公正性、正当性可言。

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
一贯的、明确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中
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
当合法权益。在获悉孟晚舟被无理拘押
相关情况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提出严正
交涉、表明严正立场，并第一时间向孟晚
舟提供领事协助。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强
烈敦促加方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其正当
合法权益。亿万中国人民发出了响亮的
正义呼声。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充分说

明，中国共产党、14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中国公民最坚强
的后盾。

孟晚舟事件充分表明，中国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中国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
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行为，绝不允许中国
公民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中国
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
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
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
其他国家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
欺负、压迫、奴役我们。任何人、任何势力
妄想这样干，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应。

孟晚舟事件的实质，是美国试图阻挠
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所作的努
力，维护的不仅是一位公民的权利、一家

企业的权益，更是在维护中国人民过上更
美好生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利。透过
孟晚舟事件，中国人民更加清晰地看到，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
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
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伟大祖
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深知，越是接
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
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坚信，始终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
边，不畏风浪、直面挑战，风雨无阻向前
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
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
进的步伐！ （人民日报评论员）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9月25日，选手在比赛中出发。当日，田径项目男子50公里竞走
决赛在西安举行。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9月25日，黑龙江队选手以1小时53分10秒902的成绩夺得冠军。当日，公路
自行车男子100公里团体计时赛决赛在商洛举行。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公路自行车——男子100公里团体计时赛 田径——男子50公里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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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至 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深入榆林市的
企业、农村、学校、革命旧址等进行调研，并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
式，在全省职工群众特别是工会干部和劳模
工匠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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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奋斗奉献，团
结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奋力谱写陕西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 22日，省总工会召开党组（扩大）会
议，组织 20名劳模工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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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工会主席郭大为指出，此次来陕考察，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发展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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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共绥德地委旧
址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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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
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说，要
把践行群众路线作为工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关注职工队伍状
况，解决好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与时俱进，实现普惠化和精准
化相结合的服务职工工作体系。时代楷模、
二级英模、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
出所社区民警汪勇表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
在老百姓这一边，不断磨砺“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初心使命，以社区为阵地，紧盯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
各类违法犯罪，全力整治影响百姓生活的治
安突出问题，让辖区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的第一站是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
司。全国技术能手、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
有限公司化验员王跃说，对于一名一线工人
来说，能在工作岗位见到总书记，我心情无比
激动，更加坚定了我们创新实干的信心，要
研制和掌握新型煤化工核心技术，积极推进
煤化工产品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9
所副总工程师沈泉说，要瞄准国际先进技
术，创新科研手段和方法，积极改善测控产
品的战技水平，提高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

以满足新形势下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
学习贯彻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劳模工匠

要走在前、敢当先、勇作为。全国劳模、铜川
市耀州区石柱镇西古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郝春侠说，要牢记总书记在绥德郝
家桥村调研时的重要讲话，发挥村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大力发展生态循环有机农
业，围绕苹果产业和自然生态优势，壮大特
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实现更高水平的民
富村强。全国劳模、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
司西安供电分公司市场营销管理技术专责
朱艳表示，要做好宣传员，将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传给身边的每位同事，和大家
一起恪尽职守，敬业负责，将关爱与温暖奉献
给广大人民群众，将热情与技能挥洒在供电
服务窗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陕西
省第五测绘工程院高级技师陈莉表示，要把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与给国测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的回信精
神结合起来，把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完成
工作任务作为第一要务，持续加强测绘科技
创新团队和高技能人才梯队建设。

对于广大一线职工来说，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就要
联系实际，立足岗位，把平凡的工作干得不
平凡。大国工匠、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 7416厂高
级技师徐立平说，要踊跃投身企业设备改造

“三年行动计划”，将机械化、自动化的手段
应用到生产中去，在提质增效、解决安全隐
患方面勇于实践、体现担当。全国劳模、三
秦工匠、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动车段动车组机械师董宏涛表示，要立足本
职岗位，团结和带领身边职工，围绕高铁动
车组检修现场难题，开展更多技术创新、解
决更多疑难问题、培养更多高铁技能人才，
更好践行交通强国的历史使命。省劳模、陕
西心特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解领
权表示，要一如既往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自
加压力，以振兴秦饼为己任，努力做健康烘
焙的领跑者。省劳模、三秦工匠、陕西汽车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钳工席小军表示，要
将爱岗敬业融入自己的血脉中，始终坚守初
心，精益求精，坚持把工匠精神传播到每一
道工序、每一环节、每一个产品中，用过硬技
术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着全省各级
工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劳模工匠们纷纷表示，
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学以致用，积极宣
传，付诸实践，要发挥劳模的模范带头作
用，立足岗位，奉献一线，用自己的人格魅
力和工作理念影响人、带动人，推动学习贯
彻不断走心走实，用学习成果、实干业绩、
昂扬斗志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阎瑞先

弘扬劳模精神 持续奋斗奉献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全省工会干部

和劳模工匠中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9月23日，全国机械行业班
组长管理技能大赛西北赛区“陕鼓杯”表彰大会暨第二
届“红旗杯”决赛出征仪式在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
公司举行，52名优胜者将于 10月出征总决赛。

据悉，第二届“红旗杯”全国机械行业班组长管
理技能大赛总决赛将在吉林长春举行，“陕鼓杯”是

“红旗杯”全国机械行业班组长管理技能大赛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届“陕鼓杯”西北地区班组长大赛 8月
初启动以来，吸引了西北五省区 313 家企业 8556 名
基层班组长报名参赛，分别是去年的2.2倍、2.5倍。参
赛选手重点围绕企业现场安全、质量、成本、生产、环
境、人事、设备等，考核班组长综合管理能力。经过激
烈角逐，52人进入全国决赛，其中38人来自陕鼓集团。

第二届“红旗杯”决赛出征仪式在陕鼓举行

本报讯（殷霓）9月 23日下午，中国国防邮电工会
主席刘迎祥，中国国防邮电工会科技工作部二级调研
员张培立一行来陕调研国防企业工会工作。省总工会
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党
群工作部部长罗岚等陪同调研。

刘迎祥一行先后到航天 771所、兵器 204所，参观
企业科技成果展室，与企业党政工领导及基层工会干
部座谈，听取企业基本情况和工会工作汇报。刘迎祥
对陕西国防企业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的突出贡
献给予高度评价，对企业工会特色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着力开展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工作，在推进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刘迎祥一行来陕调研国防企业工会工作

本报讯（记者 鲜康）9月 24日，由省总工会主办、
省建设工会承办的“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全省职
工党史知识竞赛决赛在西安举办。省总工会副主席张
剑宣布比赛开始并观看选手答题。

本次竞赛自6月份开展以来，经过第一阶段800万
人次线上答题预热，共计 38支代表队进入决赛。决赛
采用线上答题的方式进行，设置团体奖 15名、个人奖
36名、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总工会相继开展了“永远跟
党走 奋进新征程”全省职工红色经典诵读、红色歌
曲合唱、书画摄影展、舞蹈展演、曲艺小品展演、微影
视作品征集活动和“重温入党申请——给党说句心
里话”职工作品征集展示分享活动等。

全省职工党史知识竞赛决赛在西安举办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9月24日，2021年陕西
省红色旅游导游讲解大赛在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圆
满收官。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拔赛，来自行业和高校
共计 47名选手入围大赛决赛阶段。

此次大赛旨在进一步加强我省红色讲解员队伍
建设，提升导游行业从业者技能水平，促进高校旅
游相关专业学生就业能力。大赛分为行业组和高
校学生组，行业组比赛项目为自选红色旅游景点导
游讲解、即兴讲解和现场知识问答；高校学生组比
赛项目为自选红色旅游景点导游讲解、才艺展示和
现场知识问答。在决赛现场，选手讲述着一个个感
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陕西红色故事，呈现出了中
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2021年陕西省红色旅游导游讲解大赛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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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拍摄的18米高的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

当日，为迎接国庆节到来，北京天安门广场
18 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以及长安街沿
线的 10 处各具特色的主题花坛正式亮相。天

安门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主题花坛，以喜庆
的花果篮为主景，花篮内有太平花、榆叶梅、郁
金香、百合花等40多种仿真花卉和水果，长安街
沿线布置的10处主题花坛集中展示祖国各项发
展的历史性成就。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