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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执旗手在闭幕式上挥舞各体育代表团旗帜。当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闭幕式在西安奥体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新华社西安9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运动会27日晚在西安闭幕。

晚 8时，第十四届全运会闭幕式在西安奥
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
届运动会闭幕。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歌《追着
未来出发》的乐曲声中，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旗
缓缓落下，燃烧了13天的主火炬渐渐熄灭。

孙春兰、张春贤、肖捷、辜胜阻，以及苗华
出席闭幕式。

第十四届全运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重要节点举办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
是我国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后举办的一次重要综合性运动会。本届全运
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全民
全运、同心同行”主题，运动健儿发扬顽强拼搏
的优良传统，诠释“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责
任担当，借鉴上届全运会改革创新经验，继续
设立群众赛事活动。东道主陕西省和有关部

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为体育健儿搭建起
奋勇争先的舞台，为全国人民奉献了一场简
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

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各参赛代表团代表
入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第十四届全运会组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宣
读了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和参赛纪念奖代表
团名单。

第十四届全运会组委会执行主任、陕西
省省长赵一德致辞。他说，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正确领导和国家体育总局等部委的精心
指导下，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本届全运会精
彩圆满。全民全运点燃的希望之火、照亮的
梦想之光，必将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奋勇前进。陕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解放
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奋力谱写陕西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第十四届全运会组委会主任、国家体育总
局局长苟仲文致辞。他说，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本届全运会圆满成
功，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让我
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全力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闭幕式上，赵一德将全运会会旗交还给苟
仲文，苟仲文将会旗移交给作为第十五届全运
会承办单位代表的广东省省长马兴瑞、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贺一诚。第十五届全运会将于 2025
年在广东、香港、澳门举办。

第十四届全运会于9月15日在西安开幕，
设35个竞技比赛项目和19个群众赛事活动共
计595个小项，共有1.2万余名运动员和1万多
名群众运动员参加。有 9人 1队 12次超 12项
世界纪录，1人1队2次创2项亚洲纪录，15人7
队24次创24项全国纪录。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主题为《筑梦奋进》的
文体展演。

李克强出席闭幕式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西安闭幕

本报讯（独萍 栗启）近日，省社保局公布
20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业务通办”清单，企
业和职工群众不分地域可就近选择办理职工
养老保险业务，10月8日起实施。

首批次公布的20项业务通办服务事项，包
括“全省通办”和“同城通办”两种业务类型。
其中，“全省通办”14项，主要面向参保对象个

体，参保人员可在省内市、县（区）两级任一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包括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缴费、参保地变更，参保职工基本信
息变更、证明出具、权益查询、领取待遇资格认
证等业务。“同城通办”6项，主要面向参保单
位，可在同城（所在市）市、县（区）两级任一养
老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单位参保登记、单位信息

变更、参保人员增减申报、职工省内养老保险
关系解除、接收（参保地或参保单位变更）、单
位参保缴费信息查询等业务。

此次实施的20项“业务通办”，主要侧重于
“线下”服务，打破了传统的业务属地限制，企
业和群众不分地域可就近选择办理，切实化解
了养老保险办事环节“急难愁盼”问题。

10月8日起不分地域就近选择办理养老保险业务

省社保局推出20项利企便民措施

据工人日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
会有几大关键性问题——“怎么建”“入到哪”

“怎么入”“怎么管”“如何吸引”？日前，全国
总工会印发《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
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
见》），从夯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组织基
础、明确入会路径、创新入会及管理方式、深
化维权服务工作、强化工作经费保障等方面
作出明确规定，致力于最大限度把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组织到工会中来。

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企业
组织形式和劳动者就业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依
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幅
增加，工会组建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对
此，《意见》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及所属
子公司、分公司，以及货运挂靠企业、快递加盟
企业、外卖配送代理商、劳务派遣公司等关联
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完善组织架构，广泛
吸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同时，加强以覆

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主的行业工会联合会
建设，作为吸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和管理
服务的重要载体。此外，要完善“小三级”工会
组织体系，建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
织，承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兜底”功能。

适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工关系复杂、就
业灵活、流动性大等特点，《意见》根据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情况确定了加入用人单
位工会，加入工作或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开发
区（工业园区）、村（社区）工会或区域性行业性
工会联合会、联合工会等多种入会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
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实际，《意见》提出，优
化入会流程，加快推进网上入会试点步伐，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网上入会全流程操作，
并实行一次入会、动态接转，逐步打通网上接
转会员组织关系通道。

《意见》强调，要坚持服务先行，打造线上
线下有机融合的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
体系。包括探索面向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的
关爱基金和意外伤害险等服务项目，规范和做
好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相关工作，推动

“司机之家”建设和“会、站、家”一体化建设等，
并探索平台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有
效凝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此外，《意见》还对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入会工作经费保障、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开展
入会集中行动等提出要求。

最大限度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组织到工会中来
全总制定《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

详见第二版

一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的“指导手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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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9月 27日，由省总
工会主办，省教科文卫体工会承办的陕西省职
工家庭读书会启动仪式在西安土门工人文化
宫——西安市总工会示范职工书屋举行。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
启动仪式并宣布陕西省职工家庭读书会启动。
省总工会对启动仪式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瑞
峰，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薛振虎，西安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
席王军，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炜，工会主席赵忙昌，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工会
主席肖文会等出席。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兰新哲主持。出席启动仪式的领导向
劳动模范和职工代表赠送了《话说延安精神》
《诗说唐朝》《俄罗斯散记》《用胸膛行走西藏》
等 260余册书籍。

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
微电子学专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郝跃，
党的十八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中铁一局集
团电务公司高级技师窦铁成，全国新闻出版行
业领军人才、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编辑宋亚萍三位嘉宾分享了自己的读
书故事和收获体会，向大家推荐好书书目。

郭大为指出，在全省开展“职工家中有书

香·引领社会新风尚”职工家庭读书会活动，
是实施职工素质提升工程、促进职工家庭阅
读、建设书香陕西的一项重要举措。要充分
发挥工会组织、工会干部和劳模工匠的示范
引领作用，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让阅读的种
子在职工家庭中传播，形成人人读书、家家读
书、全社会读书的浓厚氛围，为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贡献工会智慧和力量。

日前，《陕西省总工会开展“职工家庭读书
会”活动方案》已经出台。《方案》要求，将充分
利用我省图书出版、网络传媒等资源优势，开
展荐书、选书、赠书和“职工家庭读书会”志愿
服务、职工家庭读书竞赛、读书交流分享活动
等，举办线上职工家庭读书活动、职工家庭读
书研讨会等。每年评选表彰优秀组织单位和

“职工书香之家”，梳理总结基层工会好的经验
做法，大力宣传职工家庭读书活动先进典型，
推动职工家庭读书活动常态化、规范化。

同日，陕西省职工家庭读书会微信小程序
同步上线运行。小程序分为“好书书单、名师
讲座、亲子阅读”等八大功能和“读书活动、最
美书屋”等 4大模块，通过开展更多、更健康的
网上读书活动，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融合。

劳动模范、一线职工代表，各省级产业工
会负责人，省总工会相关部门及直属单位负责
人参加活动。

陕西省职工家庭读书会启动
郭大为出席并宣布启动

本报讯（刘倩）9月27日，由省机械冶金建
材工会主办、陕汽控股集团承办的 2021 年

“陕汽杯”陕西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闭幕式在
陕汽举行。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女职委主任
李秀华出席并讲话。

李秀华指出，各级工会要学习、宣传、贯
彻好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要践行落实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

四五”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内容。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树立终身学
习的理念。

闭幕式后，李秀华对陕汽控股集团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和年产 10万辆新能
源重卡扩能项目劳动竞赛项目进行督导。同
时参加陕汽控股集团行业首个智能制造实训
平台启用仪式，并为职工代表赠送书籍。

“陕汽杯”陕西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闭幕

劳动者的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至关重要。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产
业，工业经济还是数字经济，工匠始终是产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工匠精神始终是创新创业
的重要精神源泉。

时代发展，需要大国工匠；迈向新征程，需
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
越。”2020年 11月 24日，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
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强调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
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
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精益求精，擎起“中国制造”
一把焊枪，能在眼镜架上“引线绣花”，能

在紫铜锅炉里“修补缝纫”，也能给大型装备
“把脉问诊”……在“七一勋章”获得者、湖南华
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的眼里，
不管什么材质的焊接件，多么复杂的工艺，基
本没有拿不下的活儿。

在所有焊接中，大型铜构件难度最大。因
为需要在超过 700摄氏度高温下，在几分钟的
时间窗口内，精准找到点位连续施焊，稍不留

神就前功尽弃。“焊的时候皮肤绷紧，手不自觉
地颤抖，不知道能坚持到第几秒。”面对技术、
意志力的多重考验，艾爱国将旁人望而却步的
事情变成了自己的绝活。

工匠以工艺专长造物，在专业的不断精进
与突破中演绎着“能人所不能”的精湛技艺，凭
借的是精益求精的追求。

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
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
坚持弘扬工匠精神，神州大地涌现出一大批追
求极致、精益求精的工匠。

中铁二局二公司隧道爆破高级技师彭祥
华，能在岩层间做到精准爆破，误差控制远小
于规定的最小值；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贵金
属冶炼分厂提纯班班长潘从明数十年如一日
专注于铂族贵金属高效提炼技术，通过特定试
剂溶解含稀有贵金属的矿渣，能从其溶液的颜
色中迅速判断铜、铁等杂质含量……

小到一枚螺丝钉、一根电缆的打磨，大到
飞机、高铁等大国重器的锻造，都展现出工
匠们笃实专注、严谨执着的匠心。正是一代
代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我国从一个基
础薄弱、工业水平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
制造大国。 (下转第二版)

精益求精 勇于创新
——工匠精神述评

9 月 25 日 ，选
手在无损探伤工比
赛中。当日，由陕
西航空工业工会承
办的陕西航空工业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开
赛，共设精密锻造
工、无损探伤工、外
勤仪表电气工、复
合材料成型工等四
个工种的比赛。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记者昨日从省政府
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截至8月底，我省与央企
累计签约项目 333个，投资总额 7953.87亿元，
249个项目已落地，累计完成投资1934.34亿元。

据悉，333个项目中，军民融合、高端能化、

节能环保、新能源、装备制造、两新一重等六
类产业项目共 271 个，总投资额 6117.09 亿
元。30亿元及以上重大项目 68个，总投资额
6145.68 亿元，其中 24 个重大项目纳入我省

“十四五”发展规划。

前8月陕西与央企签约项目333个
投资总额7953.8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