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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劳动最光荣 奋斗最幸福”的浓
厚节日气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本报面向全省职工开展

“‘五一’我们的节日 随手拍”征稿活动，
具体要求如下：

图片格式：JPEG格式，文件大小不能小
于1M，横竖画面均可。

图片内容：
1.作品形式、风格不限，艺术片、新闻

片均可。
2.表现五一劳动节的喜庆氛围，展示工

作生活中的劳动画面等。
3.作品要备注简要文字说明及作者联

系方式，并应保证对该作品拥有独立、完
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 5月底
投稿方式：作品及简介请发送至陕西

工人报邮箱：（1826283110@qq.com）并以
“姓名+联系方式”命名。

作品展示：进行筛选、审核后，将选取
优秀作品在陕西工人报、劳动者报、陕工
网等媒体平台刊发，并推荐参加第九届全
国职工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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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行各业的职工同志们：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4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
流大会致贺信，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提出殷切希望，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
日的祝贺。从贺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切身
感受到党中央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的亲切关怀，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
业工人建功新征程的殷殷重托。我们备受
鼓舞，倍感振奋，要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
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世间所有美好
的梦想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我们有一
个梦想，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阔道路上，镌刻下属于自己的一份功
勋。只要有志气有闯劲，有梦想敢追梦，每
一个劳动者都可以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劳动
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创造幸福。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我
们以身为产业工人而无比自豪，更应成为中国
制造、中国创造的支撑力量。在此，我谨代表
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向全国职工发出倡议：

——让我们做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
信念的排头兵，立志将自身追求融入民族
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成为党执政的坚实阶级基础
和群众基础，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
跟党走。

——让我们做实现制造强国、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主力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
创新、敢为人先，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
做好，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让我们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的劳动者，主动适应变革，坚持终身学习，
积极参加劳动和技能竞赛，实现岗位练兵，
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乘着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春风，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让我们做精诚团结、共克时艰的
奋斗者，顶住世纪疫情的冲击，挺起工人阶
级的脊梁，沉着应对各种挑战，勇毅坚守、
执着追梦，争当锐意改革的先锋，争当推动
发展的楷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必将
扛起这一时代赋予的重任，满怀信心投身
伟大事业，以涓滴之力汇聚磅礴力量，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倡 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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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4月28日上午，2022年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
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在北京以电视电话会议方式召
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在
陕西分会场参加大会。

为进一步增强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使
命感，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
业风气，大会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200个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966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956个全
国工人先锋号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其中，
我省推荐的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
厂等 8个单位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陕西东方
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高级技师
庞盛强等 23名职工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陕
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综采一队生产二
班等 24个集体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省总工会号召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的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好、学习好、落实好表彰大
会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勤学苦练、深入钻研，为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省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兼职副主席、厅级干
部，各省级产业工会、省直机关工会，省总各部门、
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驻省总机关
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我省 2022 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在西安的获奖代表参加大会。郭大为与在西安的获奖代表合影郭大为与在西安的获奖代表合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郭大为在陕西分会场参加会议

2022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
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召开

奏响“咱们工人有力量”主旋律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陕西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就2022年陕西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答记者问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省委、省政府

隆重表彰 500名陕西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和 100个先进集体，这是全省劳动者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必将凝聚起广大
职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推进陕西高质量
发展进程中持续奋斗、再立新功。

五年评选表彰一次陕西省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是一项树榜样、立
标杆、扬正气的重要工作，影响广泛，社会
瞩目。那么，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是怎么
产生的？今年的推荐评选工作有哪些特
点？如何把好政治关、审核关、程序关，做
到优中选优？就以上这些社会各界和职工
群众关注的问题，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回
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1.问：请介绍一下2022年陕西省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的
主要情况。

答：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
重视下，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迎接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线，把评选表彰
2022 年陕西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
进集体作为团结激励广大职工喜迎二十
大、建功新时代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认真做好评选各项工作。

2022年 2月 14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评选表彰陕西省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通知》，对评选
表彰工作作出部署。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
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评选工
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省评选工作领导小
组”）。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陕
西省总工会，负责推荐、审核等日常工作。
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挥统筹协调
作用，各相关部门和成员单位认真履行职
责。2月 22日，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评选表彰工作方案。
2月 24日，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
会议，对评选表彰工作进行了安排，会后下
发了《关于 2022年陕西省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和先进集体推荐评选有关事项的通
知》。各市（区）、各行业系统成立相应的机

构，按照规定程序开展工作，上报推荐人选
和单位。4月 14日、18日分别召开省评选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和领导小组第
二次会议，对推荐对象进行了审核。4月 22
日，省委常委会听取了评选推荐情况汇报。
4月 23日至 27日在省级主要媒体进行了为
期 5天的公示。

今年表彰的 500名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均符合规定的比例结构要求：一是企业
职工和其他劳动者 275名，占总数的 55%（规
定不低于 50%），其中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
人员 179 名，占该类的 65.1%（规定不低于
50%）；企业负责人 50名，占 18.2%（规定不超
过 20%）；管理类 33名，占 12%；其他劳动者
13名，占 4.7%。二是机关事业工作人员 125
名，占总数的 25%（规定不超过 30%）。三是
农业劳动者 100名，占总数的 20%（规定不低
于 20%）。

表彰的 100个省先进集体，其中公有制
企业 59个、非公有制企业 10个、党政机关 8
个、事业单位 22个、民办高校 1个。

2.问：今年推荐评选省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范围和条件是什么，在
名额分配上有什么样的考虑？

答：今年推荐评选的范围和条件是：
2017年以来，在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一般应具有市级表
彰奖励荣誉基础的企事业单位和工人、农
民、科教人员、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以及其他社会各阶层人员。

在名额分配上，不留一个机动名额，只
有层层“评选”，没有“上级内定”。这次评选
的 500名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全部分配
到各市（区）、各行业系统。按照常住人口总
数占比 50%、人均生产总值占比 30%、财政收
入占比 20%加权计算，向 11 个市（区）分配
280个名额，占总数的 56%；按照各行业系统
的职工总数、基层工会数向各行业系统分配
220个名额，占总数的 44%。评选的 100个省
先进集体，分配名额以各市（区）、各行业系
统基层工会数为基数计算，分配各市（区）42
个，占总数的 42%；分配各行业系统 58个，占

总数的 58%。
3.问：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如何

做到优中选优，把好政治关、审核关、程序
关，确保个个过硬、出众服众、个人无瑕疵、
集体无不良记录？

答：首先，严把政治关。按照评选全国
劳模、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工作标准，
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在本职岗位上奋发进取、拼
搏奉献，为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各行各业优秀
人物评选出来。

其次，严把审核关。认真审查每一位推
荐对象的职工代表大会纪要、公示证明和荣
誉基础等相关材料，确保推荐程序规范、广
泛征求职工群众意见、荣誉基础真实。通过

“信用中国”“天眼查”“企查查”和有关网站、
数据库重点审查企业和企业负责人。

在征求意见环节，对推荐的陕西省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全部征求了公安部门意
见。对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征得发展改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应急管理、
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审查同意；对于国有
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负责人，经纪检、监察
等部门审查同意；对民营企业同时征得非
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工商
联、统战部同意；对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干
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组织、纪检部门
同意；对跨省（市、区）农民工，征得户籍所
在地和工作所在地的同意。各市（区）推荐
隶属央企、省企的人选或单位的，征得该企
业省级管理公司同意；推荐税务系统的，征
得省税务局同意。

对企业负责人、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
理单位处级干部进行差额评选，审核中对荣
誉基础不扎实、条件不符合、存在安全生产
事故和严重环保问题的一律取消资格，经过
3轮筛选，选出 50名企业负责人。公务员和
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处级干部选出 5名，充
分考虑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扫黑
除恶等国家重点工作和专项斗争中具有突
出表现的个人。同时，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成核查专班实地到企业负责人和
处级干部人选所在单位征求领导班子和职
工代表意见。

第三，严把程序关。严格执行“两审两
公示”，即初审、复审两次审查，实行所在单
位、省级两级公示。推荐人选、集体必须经
职工（代表）大会、居民会议、村民会议讨论
通过等民主程序。基层单位申报，由推荐单
位评选工作机构研究确定后，上报省评选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初审后，在推荐对
象所在单位或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无
异议的，由推荐单位评选工作机构正式上报
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审后，提交省
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省委常委会会议审
定后，在省级主要媒体公示。

4.问：今年的陕西省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和先进集体推荐评选工作有哪些主要
特点？

答：一是突出一线劳动者和科技创
新。一线劳动者 352 名，占总数的 70.4%，
其中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科教人员分
别占总数的 35.8%、12.6%。有一批为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其中先进集体 5个、与秦创原建设有关的 21
个单位的 49人。

二是体现代表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31名。省、市党代会代表29名，全国、省、
市人大代表51名，省、市政协委员32名。中共
党员387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人员142名，
疫情防控人员128名。女性117名，占23.4%。

三是具有广泛性。表彰的 500名省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涵盖国防工业、装备制
造、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宣传文化、能源化
工、规划建设、邮政通信、电子信息、交通运
输、公安司法、金融税务、农林水利气象、轻
工、环卫以及服务业等行业系统，有全省各
行各业、各社会阶层、少数民族、民主党派
的代表，有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机关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专家学者、中小学教师和基层专业技术人
员、农村基层干部、普通农业劳动者、农民
工、种养殖大户、货车司机、快递员等。

（下转第二版）

4月 27日上午，在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
大会开幕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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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
贺信，在我省劳模工匠和工会干部中引起热
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

信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情真意切、催人奋进，
充分体现了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亲
切关怀，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
为新征程上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充分发
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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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中
建功立业。 （下转第二版）

牢记嘱托 勇于创新
在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

——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
贺信在我省劳模工匠和工会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