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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带你速览“十一”假期活力迸发活力迸发活力迸发！！！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人次、国庆档电影票房达42.46亿元、全国铁路共发

送旅客超 8350 万人次……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中国在流动和忙碌中释放出
强劲的发展动力，一组数据带你感受活力迸发的国庆假期。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0月8日，省总工
会召开主席办公会议，学习全国产业工会工
作座谈会和全国工会对口援藏工作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陕西省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实施意见》
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郭大为出席并讲话。

郭大为指出，产业工会是我国工会组
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工会强，则工会力
量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
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

国产业工会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加强产
业工会建设，为产业工会开展工作创造良
好条件。要按照《陕西省总工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产业工会工作的 18条举措》的要求，
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工会就跟进到哪
里”的理念，负起主体责任，强化监督指导，
细化工作措施，突破薄弱环节，加强对产业
工会工作的支持保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和困难，推动产业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郭大为强调，对口援藏是党中央加快西
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一项战略决策，是一

项政治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工会对口
援藏工作会议精神，严格实行项目化管理，
明确各项工作的任务书、时间表、责任人，及
时督查任务进展情况，以清单式推进、项目
化管理促进对口援藏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
处。要坚持“实事求是、整体联动、一盘棋”
思想，把陕西工会的优势资源和阿里地区职
工群众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谋划好、实施
好一批援藏项目，实打实帮助阿里地区工会
解决实际问题，形成陕西工会援藏工作品牌。

郭大为强调，创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联盟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
重要措施。要打好基础，把功夫下在平时，多
做强基固本的工作，培育更多的劳模和工匠
创新工作室。要把此项工作融入“秦创原”，
注重合作，引导联盟单位加强联系，开展技术
交流合作，扬长补短、协同配合，共同攻克技
术难题。各级工会要各负其责，主动争取党
政支持，积极做好搭建平台、沟通协调、总结
经验、成果推广等工作，让更多企业和职工
充分分享最新创新技术成果，推动创新工作
室联盟健康发展，助力陕西创新发展。

“顶尖团队、专家坐诊，祛病强身、温暖
人心。”“家门口接受专家诊疗，学习医疗知
识，机会难得。”“感谢工会组织，我一定好好
生活，早日致富。”……

这是省教科文卫体工会“送医送药”义
诊志愿服务的一个缩影，也是陕西工会职工
志愿服务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陕西工会致力于将职工志愿服
务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
体，以弘扬雷锋精神为核心，推动各行各业
职工积极、广泛、持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在
全省职工中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引导广大职工争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雷锋精神和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着力推进“四德”建

设，不断提升广大职工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手牵手”撑起职工维权“保护伞”
自 2017年开始，陕西省总工会联合省司

法厅、省委教育工委、省律师协会连续组织
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
法律服务行动。以“工会干部+高校法学教
师+法律专业学生”的组队形式，送法进乡
镇、进社区、进企业、进工地、进工厂、进班
组，开展法律法规宣传讲解；以“工会干部+
专业律师”的组队形式，深入农民工集中地
区，开展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讲解、法律代书、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等法律服务。

2018年 1月，宝鸡市渭滨区“法律服务
行动队”帮助 23名农民工在春节前讨回工
资 16 万元；2019 年渭南市总法律服务分
队，以劳动争议调处的方式帮助农民工
134人，挽回经济损失 36万元；2020年西安
市总法律服务分队援助处理蓝田县农民
工讨薪等维权事项 15件……四年来，这样

的案例数不胜数。
西安市总工会为建筑工人进行现场法

律咨询，渭南市总工会为环卫工人进行法
治宣讲，省建设工会在项目工地为农民工
提供法治宣传，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展服务
农民工法治宣传行动……四年来，这样的
活动不胜枚举。

目前，陕西工会共组建服务分队 258支，
参与服务行动专业律师 587人，现场发放普
法宣传资料 409650 份，惠及农民工 523360
人，现场受理劳动争议 326件，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 210 件，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
709.86万元。法律宣讲志愿服务切实为农
民工撑起了维权“保护伞”。

“面对面”为基层“传经送宝”
“采用‘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每半个

月培训一次。”这是全国劳动模范、航天六院
7103 厂“杨峰班组”与北方电子研究院 206
研究所钳工班组结对共建、名师带徒活动的
一个缩影，而跨企业、跨行业名师带徒活动

也是陕西军工劳模服务企业发展、服务职工
成长的一个缩影。

2016 年 10 月，我省首个以劳模组成
的专门服务军工生产科研的优秀技术团
队——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正式成立。

该团成立后，深入企业开展服务交流活
动，利用各行各业“大师”们的智慧、绝技，帮
助企业解决科研、生产难题；开展跨行业、跨
企业名师带徒活动，使一大批青工加快了成
长步伐；送教下基层，开展班组长培训，使班
组整体水平得以提升；搭建跨企业、跨行业、
跨区域的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平台。

服务团不断发挥劳模最大效能，全力做
好人才培养和技术攻关。仅在 2017年，杨峰
带的 15个钳工徒弟，半年内挫平面技术从
原来的 15分钟提高到了 5分钟，精度可以达
到 0.02毫米。

名师工匠将自己的绝技绝活倾囊相授，
徒弟学员虚心请教潜心研究。就这样，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工人阶级的伟
大品格在师徒间传承。 （下转第二版）

——陕西工会职工志愿服务综述

“娘家人”来了 我们的心被暖热了

贡献智慧力量贡献智慧力量 体现价值担当体现价值担当

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

省总工会召开主席办公会学习全国产业
工会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郭大为出席并讲话

规划范围为黄河干支流流经的青海、四
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
山东 9 省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国土面积约
130万平方公里，2019 年年末总人口约 1.6
亿，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发表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8日发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中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

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
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一贯高
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皮书称，中国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提出并实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等重要举措，不断强化就地与迁
地保护，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白皮书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

升为国家战略，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
各领域中长期规划，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技
术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引
导公众自觉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提升生
物多样性治理能力。

白皮书指出，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
性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中国
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际合作，广泛协商、凝聚共识，为推进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与国际社会共同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白皮书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万物和谐美丽
家园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与国际社会携
手并进、共同努力，开启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
能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编辑：杨志勇 美编：张瑜 校对：白艳红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原则上均不超20%
■财政部：公布2021年第四季度国债发行计划
■民政部：发布《“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
■国家统计局：今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将开展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公安部8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今年 4 月 9 日，公安部会同国家医
保局、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依法打击
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截至 9 月底，共打掉犯
罪团伙 25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3819名，追缴医保
基金 2.3亿元。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副司长、二级巡视员段
政明说，今年 1至 8月份，全国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51.66万家，查处 21.25万家，其中行政处罚 3297家，
暂停协议 9777家，取消协议 2398家，追回医保基金
88.12亿元。

公安部刑侦局二级巡视员王永明表示，全国公
安机关将持续加大打击诈骗医保基金力度，确保专
项行动取得更大成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诈骗医保基金犯罪线
索，支持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诈骗医保基金犯罪
工作，为守卫国家医保基金安全贡献力量。

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
已追缴医保基金 2.3 亿元

“别看俺是个建筑工人，可俺的思想很进步，俺
平时就喜欢历史知识，今年还专门买了学党史的
书，虽然看不太懂，但喜欢看。”来自中建三局中海
西沣路项目部的一线职工赵魁用方言激动地说。

国庆期间，该项目部组织职工开展“迎国庆
知国情 学党史 感党恩”党史知识竞赛活动。

当主持人的题问刚一出口，参赛人员的答案
就随口而出……在党史知识抢答环节中，准备充
分的“先锋队”总是第一时间抢答。

“这个歌我知道，是《团结就是力量》！”歌曲
的前奏刚播放出来，就被“劳务工友队”的赵魁答
对了。爱听红歌的他们在红歌猜猜猜环节中遥
遥领先。

在红歌大比拼环节中，“麦霸”龙坤凭借一首《保
卫黄河》赢得了阵阵掌声。棋逢对手环节把比赛带
入了高潮。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在一首
《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党史竞赛落下帷幕。

“弘扬爱国精神，不忘初心使命，作为建设者，我
们要以匠心筑造精品工程，将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该项目党员曹阁如是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让爱国精神在施工一线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