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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夺虎年开门红

2月8日，工人在总装生产线上安装轮胎。去年陕汽控股全年产销汽车
20.09万辆，实现“十四五”平稳开局。 谭永平 摄

2月9日，工人在中建五局承建的西安电子谷 FGH 区项目进行钢筋捆绑作
业。目前近 300 名工人加紧施工，确保项目建设进度。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2月 7 日，由
航天科技六院投资建设的宝鸡航天液
体动力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开工。项目
建成后，将辐射带动钛及新材料、高端
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发展。

据介绍，该项目主要建设液体动力
泵产业生产制造基地、商业航天液体火
箭发动机总装生产制造和试验测试基
地、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生
产加工制造单元。项目全面建成达产

后，将形成年产油田、矿山、煤炭三大领
域 1578台套系列往复泵、大型管道输油
泵等泵系列产品的生产能力和 300台套
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总装总测能力，预计

“十四五”末年产值将达 20亿元，“十五
五”末期间，平均年产值将达 36亿元。

宝鸡航天液体动力制造产业基地项
目位于宝鸡高新区科技新城，总占地
620亩，计划总投资 30亿元，年度投资 6
亿元，将于 2024年陆续建成。

宝鸡航天液体动力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开工
本报讯（凌轩）2月7日，全省高质量

项目推进会暨 2022年一季度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中，杨凌示范区分会场
设在杨凌麦肯马铃薯加工产业园（麦
肯速度 1期）项目现场。

据了解，杨凌集中开工的项目包
括麦肯速度 I期、高效金刚石线锯生产
线、杨凌力邦生命科学园特医产业项
目一期、国家（杨凌）农作物种质资源
中转隔离基地、杨凌综合保税区项目

（二期）、上合组织畜牧产业创新园等
10个项目，总投资 43亿元。

杨凌示范区 2022年共安排重点项
目 138 个，总投资 567 亿元，年度投资
143亿元。其中，产业化项目 39 个，总
投资 136 亿元；对外开放项目 9 个，总
投资 46 亿元。创新驱动项目 12 个，
总投资 51亿元。此外，集中开工的项
目还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民生工程
项目等。

杨凌10个重点项目开工 总投资43亿元

■ 分类施策助力复工复产
■ 不折不扣落实惠企纾困政策
■ 挖潜增效振作工业经济
■ 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
■ 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快速恢复

■ 扬长补短加快城市建设
■ 夯实基础稳定农业生产
■ 内联外引开展精准招商
■ 互惠互利深化外贸合作
■ 千方百计强化就业民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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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年载人航天工程实施
6次发射任务，常年有人照料的空间
站全面建成，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
开展首飞……2 月 9 日发布的《中国
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1 年）》，
展示了 2021 年中国航天的最新成
就，并披露了 2022 年中国航天事业
的“任务清单”，一项项举世瞩目的
成就和新计划催人奋进。

天问一号探测器从火星轨道传
回“新春祝福”，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在空间站迎新春过大年……一次次

“天地互动”让虎年春节“太空感”十
足，一项项“世界级惊艳”上演一幕
幕“宇宙级浪漫”。

回首过去的 2021 年，中国全年
实施55次发射任务，在载人航天、月
球和深空探测、应用卫星、科学和技
术试验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此
同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卫星应用体
系，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探
索宇宙奥秘、利用外层空间，是全
人类的共同梦想。可以预见，世界
航天活动将向更大规模、更多突
破、更远边界持续发展，而中国航
天也必将以更自信、更开放的姿态继续迈进，为世
界作出更大贡献。

未来，中国将发射“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
舱，推动运载火箭型谱化发展，不断完善空间基础
设施；利用空间站、月球与深空探测器等平台，催
生更多原创性科学成果；加大航天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移，培育太空经济新业态，让中国航天发展成
果惠及世界。

中国还将积极参与外空全球治理，推动各国
携手共进、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共同应对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贡献更多中
国方案、中国智慧。

愈是向前，愈应清醒。我们与实现世界航天强
国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的制度优势，全力以赴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培
育更高素质、更高水平的一流航天人才队伍，向着星
辰大海不懈奋斗！ （张泉 胡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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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启动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推荐评选工作

据中工网 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
于推荐评选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
工人先锋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决定在 2022年“五一”前夕，表彰一批先进
集体和先进职工，分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团结激励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国五一劳动奖包括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其中，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授予在我国境内依法注册或登记的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及其他组
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授予中国籍员工。全
国工人先锋号授予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
会组织及其他组织所属的部门。

《通知》明确，此次表彰分为常规表彰
和单列表彰，对符合《职工职业技能比赛授
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管理办法》的获奖者，
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绩优异的选手
进行单列表彰。此外，对在国家重点工程
建设、重大科研项目研制等方面作出突出
贡献或其他符合即时表彰条件的，在本年

或次年“五一”进行单列表彰。
《通知》要求，推荐评选要坚持面向基

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推荐的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人选中，产业工人不低于
35%，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
20%，科教人员不低于 20%，农民工不低于
10%。要体现时代特征，注意推荐货车司
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少数民族职工和女职工
应占一定比例。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职工在
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中的比

例均不得低于 35%。要优先推荐具有工匠
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和优秀技术工人；注重
推荐在劳动和技能竞赛中涌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职工。

《通知》强调，要严格履行推荐评选程
序，严守推荐评选工作纪律，自觉接受各方
监督，对在推荐评选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
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过程管控，严把名额
比例关、评选标准关和评选质量关，按照时
间进度安排，高标准完成推荐评选工作。

优先推荐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人选中产业工人不低于35%

本报讯（秦颁）《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做
好 2022年一季度经济稳增长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近日出台，在分类施策助
力复工复产、不折不扣落实惠企纾困政策、
挖潜增效振作工业经济、全力以赴扩大有
效投资、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快速恢复、扬长
补短加快城市建设、夯实基础稳定农业生
产、内联外引开展精准招商、互惠互利深化
外贸合作、千方百计强化就业民生保障等
10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落实措施。

《意见》提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不折不
扣落实好国家减税降费、助企纾困政策措
施，对小规模纳税人和受疫情影响、缴纳确
有困难的纳税人，依法依规免征相关税费。
在振作工业经济方面，落实进一步加大对
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若干措施和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着力稳定能源

生产供应，鼓励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达产满产、多产多销，协调煤油气产运储销
各环节运行畅通，争取一季度煤炭产量 1.7
亿吨、原油产量 625万吨、天然气产量 80亿
立方米、发电量730亿千瓦时左右。

《意见》提出，要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
资，指导市县推进项目前期，组织集中开工
和项目观摩，实施月通报、季点评，确保一季

度省市两级重点项目开工率达到 40%、完成
投资 1350亿元以上。按月调度西延、西康、
西十高铁建设进度，加快实施在建公路、西
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等项目，力争一季度综
合交通投资 70亿元、全年 645亿元以上。加
快实施引汉济渭二期、东庄水利枢纽、黄河
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一期等项目，确
保一季度水利投资 55亿元、全年 406亿元以

上。推进三大新能源基地新开工 200万千
瓦，确保一季度能源工业投资120亿元、全年
1000亿元以上。重点推进省属企业 56个投
资项目建设，省属企业力争一季度投资 200
亿元、全年1100亿元以上。

《意见》提出，要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快
速恢复，启动实施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促
进消费增长三年行动方案，组织开展商旅
文体融合、线上线下结合、城乡区域联动的
各类促消费活动，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续至 2022年底。

在千方百计强化就业民生保障方面，
《意见》提出，做好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
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开展 2022
年度高校毕业生促就业“国聘行动”，加大
援企稳岗力度，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切
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陕西十举措促一季度经济稳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 9日消息，中央纪委于近日印发《纪
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措施使用规
定》，总结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的实践经
验，对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在措施使用及监管
方面统一标准、统一尺度。

据了解，规定共5章111条，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
例》《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等党内法规和
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并就贯彻落实上述规定中
关于措施使用的要求作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举例来说，规定厘清了执纪、执法工作中在
问题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审查调查阶段
使用措施的权限，明确了各类纪检监察机构
可以使用的措施种类；增加规定了措施延长、
解除的审批要求；规范了指定管辖等案件中
采取措施的办理程序等。

规定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对各项措施使
用的具体要求作出规范，增加规定了撤销留
置措施的适用情形和审批程序；确立了通过
调取、勘验检查等措施开展电子数据取证的
基本规则；新增了鉴定措施中常用的价格认
证、书画和文物鉴定等方面的内容。

强化对执纪执法权力监督约束
中央纪委印发规定

小将赵嘉文实现
中国北欧两项冬奥新突破

第第4343位位

2 月 9 日，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在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展开个人标
准台+10公里越野滑雪赛的争夺。作为首位征
战该项目的中国选手，21 岁小将赵嘉文顺利完
赛，并最终排名第 43 位，实现了中国选手在该
项目上的新突破。 秦婧 周万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