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4月

28
星期四

壬寅年三月廿八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陕西工人报社出版

1950年2月7日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7998期

今日4版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对广大劳动者的
礼敬。1889 年 7 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
国际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 5 月 1 日这一天
定为国际劳动节。1949 年 12 月我国将 5 月
1 日确定为劳动节。劳动节有着特殊的意
义，就是要提醒人们：人人都要劳动，人人
都要创造价值，人人都要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人人都要珍惜自己和他人的劳动成果，
全社会都要关爱劳动者、尊重劳动者，维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区别于动物的根

本标志就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简而言之，就
是劳动创造。翻开历史画卷，人类社会的每
一次飞跃进步都离不开劳动创造，每一次劳
动创造都推动了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石
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
气时代、信息时代，都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劳动创造文明，文明是劳动的必然结果，物
质文明显而易见，精神文明内含其中，树立
的是观念，锤炼的是技能，传承的是精神。
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
有分工不同。每一个岗位都是一片天地，都
是创造价值的舞台。执着钻研的科技工作

者、保家卫国的战士、维护平安的干警、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人民教师、守护康宁的医务
工作者、为生活带来便捷的快递小哥、使城
市美丽的环卫工人、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
企业家和员工、为人民服务的公职人员……
每一个勤劳智慧、敬业奉献的人，都能在平
凡中创造伟大，在奋斗中成就人生。

爱护劳动者就是发展生产力。天地万
物，唯人为贵。人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
最基本、最活跃、最积极，无论是企业个体、社
会组织，还是机关单位，如果把人的最大潜能
激发出来，发挥好、利用好，则企业兴旺长久，
单位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欣欣向
荣。爱护劳动者就是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

人，一切依靠人，给人满足感、幸福感、安全
感、归属感，让劳有所得、劳有所为、劳有所
益、劳有所乐，用环境留住人、用待遇激励人、
用事业成就人，知人所需、解人所难，不亏待
人，礼遇劳动者，这是最大的爱护。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用智慧
和汗水浇铸成的丰碑，这座丰碑——实干奋
斗是本色、敬业奉献是质地、追求卓越是高
度。以小我成就大我，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发
光发热体，全社会崇尚劳动，使劳动养成习惯，
成为价值进步的阶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就如
滚滚长江奔流不息。一切伟大成就源于劳动创
造，劳动光荣，创造美好，实干是最美的劳动，
辛勤耕耘，播撒希望，收获硕果。 （王永岗）

一切伟大成就源于劳动创造

本报讯（张翟西滨）4月 27 日，在咸阳市
第十二次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
体表彰大会上，咸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冷
劲松宣布，将每年的 4 月 27 日设立为“咸
阳工匠日”。

“这是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
匠精神的重要论述以及对赵梦桃小组的
亲切勉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有力举措。”冷劲松强调，赵梦桃作为全国
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是 100 位新中国成
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 年，习近
平总书记亲切回信赵梦桃小组，勉励大家
以赵梦桃同志为榜样，在工作上勇于创新、
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
斗者，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将 4
月 27 日设立为“咸阳工匠日”，将进一步挖
掘和丰富梦桃精神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

值，创新弘扬工匠精神的载体和方式，必
将激励全市广大工人争做最美时代奋斗者
的豪情壮志。

据悉，此前召开的咸阳市九届人大常委
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咸阳工匠日”。会
议认为，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工匠精神”重要指示、深入挖掘“梦桃精神”
内涵、助力打响咸阳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
是不断推进兴咸人才计划和人才优先战
略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
提升工匠群体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有

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工匠、学习工匠、关
爱工匠的良好风尚，为加快建设现代化“西
部名市丝路名都”提供人才支撑。

赵梦桃小组第十二任组长、赵梦桃纪念
馆馆长王晓荣兴奋地说：“为劳模工匠群体
设立了专门节日，是以实际行动弘扬传承
工匠精神、梦桃精神，进一步提升了劳模工
匠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赵梦桃小
组现任组长何菲表示：“让工匠拥有属于自己
的节日，有着很强的风向标意义，让更多年
轻人看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宽广前景。”

咸阳将4月27日设立为“工匠日”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首届大国工
匠创新交流大会 27 日上午在京开幕。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
的祝贺，并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
际，代表党中央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
范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

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技术工人队伍

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
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勤学苦
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

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视
发挥技术工人队伍作用，使他们的创新才
智充分涌流。

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由中华全
国总工会主办，主题为“技能强国，创新有
我”，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展示以大国工匠为
代表的广大职工的精湛技能和创新成果，为
广大高技能人才搭建交流平台。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举办强调

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范
致以诚挚问候 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
是全球知名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
地，具有年产销汽车变速器 120 万台、
齿轮 5000 万只和汽车铸锻件 20 万吨
的综合生产能力。

作为一个成立于 1968 年的“老三
线”企业，近年来，法士特以智能制造
为主攻方向，从智能制造核心技术装
备入手，对 100 余条产线进行升级优
化，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98%，并依
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智慧”工厂，
改变传统工业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为法士特西安高智新公司变速器零
件数字化生产线。 刘潇 摄

智能化转型智能化转型
促促““老三线老三线””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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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武永刚）4月 26日至 27日，受省总工会
党组委托，省总工会离退休处工作人员和机关离退
休党支部书记，看望慰问机关退休劳模，为他们送
去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福。

两天来，相继慰问了全国劳动模范林秀英、曹
国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春雷、全国地矿
系统劳动模范王建洲和全国工会系统先进工作
者逯秦生。慰问中，工作人员与老劳模唠家常、
话发展，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及生活
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征求大家对工会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对老劳模以往为国家作出的突
出贡献表示感谢和敬佩，叮嘱他们一定要保重身
体，健康快乐安享晚年。老劳模们一致表示，将
继续发挥劳模的先进示范引领作用，教育家人和
周围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继续弘扬劳模
精神和劳动精神，主动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
尚；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工会工
作，为我省工会事业不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总工会慰问机关退休劳模

本报讯（记者 鲜康）近日，由宝鸡市总工会、
市商务局、市餐饮饭店行业协会联合举办的“宝鸡
市餐饮行业首届‘十大工匠’评选”活动，经过资
格初审、理论答辩、现场实操、专家评审后，11 名
选手进入首届“十大工匠”拟定人选。

据悉，评选活动从 2021年 12月下旬开始，由餐
饮企业管理者和高级技能人才自愿申报，经组委
会筛选符合条件的 29名选手，进入初审阶段。经
过初审选出 15名选手进入实操评审阶段。

宝鸡市开展餐饮 行 业
首届“十大工匠”评选活动

本报讯（记者 阎瑞
先）4月 27日上午，由中华
全国总工会主办，广东省
总工会、深圳市人民政府、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承办的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
会开幕式以视频连线的方
式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
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
席王东明在北京主会场
宣布大会开幕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在陕
西分会场参加开幕式。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
流大会以“技能强国 创新
有我”为主题，充分利用互
联网+展会的模式实现数
字化、智慧化办展。在深
圳会展中心的线下展览规
模达 52500 平方米，设置
大国工匠、全国职工创新
成果、地方工匠创新成果、
全国产业工匠创新成果、
中央企业工匠创新成果五
个展区，全面反映了中国
工业化进程，展示了中国
工业、中国制造在发展中
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了
新时代中国产业工人拼搏
奋进的风采。本次创新交
流大会陕西省总工会展区
设置了工匠人才选树、创
新平台搭建、职工创意作
品和创新成果展示、交流
互动、工匠形象墙等板
块，三秦元素和陕西工会特色明显，通过 30 件实
物、209张照片和 5部视频，生动、客观地展示了我
省工会工作概况和职工技术创新活动成果。

开幕式后，郭大为对全省各级工会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提出要求。他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及
时传达学习此次会议精神，特别是要深刻领悟、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贺信精神，按照王东
明同志的讲话要求和省委的部署，着力健全技术
工人和工匠人才培育选树的体制机制，持续拓展
工匠人才成长平台，激励更多技术工人立足岗位
创新创造。广大工会工作者要做服务职工的劳
模、服务工匠的工匠，不忘初心，创新实干，让更多
劳动模范、工匠人才竞相涌现，为陕西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省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厅级干部，各省级产
业工会、机关各部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
西安市的大国工匠代表、第六届全国职工优秀技
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优秀成果第一完成人代表
在陕西分会场参加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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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22省份启动全国统一车辆通行证
■人社部：二季度对五行业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
■国家药监局已批准30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
■最高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5月1日起城乡统一
■一季度中国公民出境人次同比下降 5.9%
■昨日起全国开展2022年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