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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数据显示，我国
市场主体总量已超 1.5亿户。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尤

其是解决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取政
策信息服务不及时、不好找等痛点，“国务院客
户端小程序企业版”日前上线试运行。小程序
汇集国务院部门涉企政策，提供涉企信息查询、
市场主体留言、涉企政务咨询等服务，让市场主
体找政策、提建议、用服务不再“网上到处跑”。

企业群众登录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即可
进入企业版使用各项涉企服务。国务院客户
端小程序由国务院办公厅主办，中国政府网运
行中心负责运行维护。中国政府网将持续做
好“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企业版”运维工作，同
部门地方涉企政策信息服务平台互联互通，打
造权威便捷的市场主体政策信息服务平台。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企业版”上线试运行

打造权威便捷的市场主体政策信息服务平台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5 日下
午在北京亲切会见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
代表，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再接
再厉，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宁、韩
正参加会见。

下午 3时 30分，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向代表
们挥手致意，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 15日上午在京举
行。郭声琨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他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
强大动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入
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确保政治更
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平安中国建设 140个先进集体、129
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
建设示范市和 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
予73个市县“长安杯”。4位受表彰代表进行交
流发言。

丁薛祥、杨晓渡、陈希、黄坤明、肖捷参加会
见，赵克志、周强、张军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12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2月 16日上午，中
华全国总工会在延安市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旧址举行第一批全国职
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牌仪式。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
组成员魏地春，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
长张晓辉，延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严汉
平出席，延安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黑
树林介绍旧址恢复情况，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剑主持挂牌仪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进
一步加强红色工运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宣传利
用，中华全国总工会于近日命名长辛店二七纪
念馆等 27家单位为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旨在把红色工运资源建设成为各级
工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打造成全
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政
治引领的生动课堂。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
旧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杨家岭东山，共4个院落22
孔窑洞，占地面积约为1500平方米。2016年陕西
省和延安市两级工会启动了旧址恢复工作。2018

年建成后填补了全国工运历史空白，至今接待
5万多名全国各地工会干部前来参观学习，成
为陕西新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挂牌仪式后，魏地春等参观了杨家岭工运
旧址和延安工人学校旧址等。

魏地春（左）出席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挂牌仪式。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挂牌仪式在延安举行

魏地春出席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2 月 16 日下
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
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2021
年全国职工演讲比赛在延安市圆满落下帷
幕。中国铁建中铁二十一局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马小利、福建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管理
中心邓丽娟2名选手获得金奖。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党组成员魏地春出席并向金奖获得者颁
奖。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张晓
辉，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瑞峰，延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占海，中
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副部长阳万雄，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延安市政
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黑树林等出席。

“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
新征程”演讲比赛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一项重要活
动。决赛、总决赛由陕西省总工会承办、
延安市总工会协办，分主题演讲和党史知

识问答两个环节进行。演讲环节由选手
以“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
新征程”为主题，生动鲜活地讲好劳模故
事、劳动故事、工匠故事，以小见大，“小
故事”讲透“大道理”，广泛传播劳动创造
幸福的价值理念。答题环节则主要考察
选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史知识的学习理解。

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总工会和民航、金融、铁路工会的
34支代表队65名选手参加决赛，年龄跨度从
22到51岁，涵盖建筑建材、冶金矿产、石油化
工、水利水电、交通运输、旅游休闲等20多个
行业，最终胜出的 12名选手晋级总决赛。
参赛选手全部来自基层一线，包括采油工、
乘务员、教师、消防员、塔式起重机司机、公
厕保洁员等不同职业群体，也有劳动模
范、大国工匠等，其中职工党员比例达75%。

演讲比赛分为初赛、选拔赛、决赛和总
决赛4个阶段进行。在历时8个多月的活动

中，全国各级工会紧扣和突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这条主线，组织广大职
工群众生动讲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生动讲述
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勇立潮头建新功
的奋斗故事，生动讲述广大职工用劳动创
造幸福的故事，着力营造庆祝建党 100周
年的浓厚氛围，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坚定不
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决赛、总决赛采取全程网络直播。经
过两天半时间的激烈角逐，最终有 2 名选
手获得金奖、4名选手获得银奖、6名选手
获得铜奖，北京市总工会、陕西省总工会
等 16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整个比赛
通过线下选拔、线上展示等多种方式，组
织各类演讲、诵读活动 10万多场，吸引超
过 500万职工参加，超过 8000万人次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聆听了各地组织的演讲比
赛，通过报网微端屏的报道、直播、转播，
覆盖职工逾 1.2亿人次。

与会领导同参加总决赛的12名选手和优秀组织奖获得者合影。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魏地春出席总决赛并向金奖获得者颁奖

全国职工演讲比赛在延安圆满落幕
“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
的时代”“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
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
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就学习英雄模范作出部署、提出要
求。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我们必须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勠力同心矢志奋斗。

崇尚英雄，崇尚爱国精神和人民情怀。英
雄者，国之干。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从八
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到抗美援朝志愿军“新兴
里战斗模范连”，从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
先进集体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
进集体……无数英雄模范前赴后继、浴血奋
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展现出对祖国的赤诚
大爱和对人民的赤子深情。继承发扬英雄模

范的爱国精神和人民情怀，在党和人民需要
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埋头苦干，是对
英雄模范最好的纪念。通过各种形式传播英
雄故事、褒扬英雄人物、传承英雄精神，为的
就是营造礼赞英雄的时代氛围。

捍卫英雄，捍卫历史真实和人间正气。祖
国的发展繁荣，离不开英雄模范人物的拼搏奉
献；人民的幸福安宁，离不开英雄模范人物的
慷慨付出。捍卫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和名誉，
体现出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彰显着对他们杰
出贡献的肯定。捍卫英雄，就要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正确党史观，坚决
同一切歪曲历史、污蔑英雄的做法作斗争。

学习英雄，学习崇高品质和人格风范。英
雄模范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立足本职、
默默奉献的光辉事迹，是引领社会风尚的

“鲜活的价值观”。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
们的精神可追可及。要践行中国共产党人坚
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
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弘扬英雄模范展现的忠
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将学习成果转化

为涵养情操、砥砺品德的内在动力。学习英雄
贵在起而行之、勇挑重担，像英雄模范那样脚
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在生活中、岗位
上不断散发光和热。

关爱英雄，树立政策导向和社会风尚。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形
成了精神引领、制度保障、有效实施的完整系
统，从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爱护英雄模范和功勋
党员成为社会共识。当前，还需要继续建立完
善各层级的常态化褒奖机制、关爱机制，该保
障的必须保障好，该落实的政策必须落实。除
了树立鲜明的政策导向，还应壮大主流舆论。
以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时代楷模表彰大会
等活动为契机，广泛宣扬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
和精神，在全社会树立关爱英雄、崇尚英雄的
良好风尚，让主旋律和正能量遍布各个角落。

英雄模范的事迹和精神，是激励我们攻
坚克难、奋斗前行的强大力量。像英雄模范
那样坚守信念、奋斗奉献，我们每个人都可
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共同谱写新时代的壮
丽篇章。 （林显东）

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新华社北京12月 16日电（记者 王雨萧
于佳欣）商务部 16日发布数据显示，1 至 11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422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5.9%。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23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高技术产
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9.3%，其中高技术

服务业增长20.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3%。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

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4.7%和 23.7%（含
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15.4%、25.8%
和 13.4%。

前11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5.9%

破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