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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5日至 7月 1日，陕西省总工会 2022年优秀干部
培训在厦门大学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
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厦门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朱孟楠致辞，省总
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主持。

郭大为指出，给优秀干部培训就是给非常好的干部政治福利，
给非常好的干部政治福利就是最大的激励。举办省总工会优秀干
部培训班，是组织给大家的关心和关爱，目的是通过学习培训激发
神智、积蓄干事创业的动能。希望参训学员不负组织期望，珍惜难
得的学习机会，聚精会神地学，带着思考学，深学深思，学有所获。

郭大为强调，省总工会在全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连获“七年
优”，是全体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一个荣誉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希望每年工作都要有变化、上台阶，把当好群团组织排头兵，力争陕
西工会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作为持续目标，奋斗不止，永不懈
怠。要提高学习能力，从思想深处、价值深处、文化深处、实践深处
加强学习。要强化创新意识，健全完善鼓励干部大胆创新的制度机
制，多学习借鉴外省好的创新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在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方面，多出创新成果，推动创新在工会系统蔚然成风。要
保持奋斗精神，强化标杆意识、标准意识、效率意识，永远保持进取
之心，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加强实践磨练，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会
干部联系基层、联系职工工作制度，让工会干部站在职工中间，替职
工说话，为职工办事。要主动担当作为，把主动担当作为体现在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成效上，把重点放在为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环境上，抓好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精心策划开展各项活动，展
示陕西工会的风采和陕西职工的风貌。

省总工会2021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干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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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市延长县七里村镇孙家河村，这
个身形略显瘦小的女人是村民口中的“大
人物”——在她的带领下，村民发展起养殖
业。她就是蓝耳朵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孙萌。

孙萌走“林+鸡+菜+果”生态可持续发展
养殖之路，以“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
吸纳农户加入合作社，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今年，她获得了陕西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返乡创业 助乡发展
高中毕业后，孙萌便离开家乡前往北京

打工，从事过质检员、文员等工作，但她心里

一直对生养她的黄土地爱得深沉。
2008年春节期间，27岁的孙萌回家看到

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山沟依旧贫瘠，心里便产
生了帮助家乡脱贫的想法。

回到北京，孙萌在上班之余进行了市场
调查。“城市居民追求生活质量，对绿色无公
害食品的需求逐年增加，土鸡蛋很畅销。”她
说，家乡山区环境好，能提供的活动范围大，
还有虫子作为饲料，完全可以进行土鸡养殖。

于是孙萌与丈夫刘玉智决定结束十多年
的北漂生活，带着所有积蓄回到家乡，创办了
延长县蓝耳朵养殖专业合作社。

“土鸡养殖，首先要选好场地。”孙萌说，
为了选址，她走遍村子周围的山山峁峁、沟沟
坎坎，最终将养殖场选在了水质优良、无工业
污染的一片山坡地上，承包了 110亩林地，建
成了600多平方米的成年鸡舍，从此走上了土
鸡养殖的道路。

精心养殖 初见成效
2010年，孙萌和丈夫筹办的养鸡场刚运

行一个月，突然出现了大面积病鸡死鸡的情

况，加上黄鼠狼和野猫夜间偷吃，巨大的损失
让他们一筹莫展。

“为了给鸡看病，我和丈夫询问了很多
人。有人给我们推荐了西药，但会对肉质和
鸡蛋产生副作用。”孙萌说，后来她求助了曾
当过中医的公公，经过反复调制配好了中药。

病鸡有救了，但夜间如何防黄鼠狼和野
猫仍是问题。“鸡圈没有完全封闭，整夜派人
盯着，时间长了肯定不是办法。”孙萌说，听村
里人说养鹅可以防止黄鼠狼和野猫来叼鸡，
她就专门买了几只鹅，鸡再也没被叼走过。

为了尽快掌握科学养鸡的知识，孙萌一
边通过书籍学习，一边向当地有养殖经验的
农户请教，系统掌握了育雏、品种选择、饲料
配备、疫病防治、经营管理等知识。“挑选种
蛋、消毒、装机、孵化、防疫，每一个步骤都要
精心，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细。”孙萌说。

孵化小鸡的 21天里，孙萌每 2小时就要
量一次温度，加一次热水，晚上也不例外，没
睡过一次踏实觉。但看到小鸡陆续破壳而出
时，她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传技授艺 共同致富
由于悉心饲养，孙萌的土鸡肉质嫩、品相

好，经过包装的“童子鸡”礼盒每天可销售一
百多份，不到一周一千多只便销售一空，这让
其他村民也产生了养鸡的想法。

“我们养鸡，你也给装在盒子里卖吗？”
“如果卖不出去怎么办？”“鸡病了你管
不？”……面对乡亲们的各种疑问，孙萌说：

“我们可以签合同，卖不了的全部按市场价回
收，赔钱算我一个人的，养殖遇到问题可以随
时和我联系，解决不了的会请畜牧专家来。”

给村民发放鸡苗后，孙萌邀请了县畜牧
专家作为合作社的技术顾问，定期为养殖户
进行技术培训，教他们如何通过粪便、毛色、
精神状态来辨别鸡群的健康状况。

“来合作社后，我们养了200只土鸡，年底
出栏了 98只童子鸡。”村民高玉激动地说，仅
童子鸡一项收入就 9000多元，土鸡蛋年收入
1万多元，我每年能赚2万多元。

“看着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我打心底
里高兴。”孙萌说。 本报记者 李旭东

脚下有黄土 心中有理想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延长县蓝耳朵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萌

据中工网 全国总
工会日前印发通知，要
求各级工会从 2022年 6
月下旬至 12月底，集中
开展“转作风、解难题、
促发展、保稳定”专项行
动。《通知》提出，要紧
紧围绕迎接和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
一主线，坚持促进企业
发展、维护职工权益，
着力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职工，着力破解
突出问题、提高工作水
平，着力组织建功立
业、促进经济发展，着
力维护职工稳定、保持
社会和谐，在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中更好发挥工会作
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这次集中开展专项
行动，注重坚持转作风、
解难题、促发展、保稳
定，突出重点工作任务，
特别是明确把专项行动
与工会领导机关干部赴
基层蹲点工作、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等实践
活动结合起来，深入基
层一线、深入职工群众，
认真倾听职工意见呼
声，及时反映职工愿望
诉求，帮助解决他们的
急难愁盼问题。同时，
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
向，主动摸排疫情对职
工家庭生活的影响，解
决就业、培训、社保、困
难救助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统筹用好工会送温暖和帮
扶资金，对遇困返贫职工开展帮扶，做好职工思想政
治引领、深化工会改革创新、智慧工会建设、互联网百
强企业建会等重点难点工作，不断破解制约工会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

据了解，专项行动还将针对部分行业企业受疫情
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影响遭遇困境的问题，激励广
大职工自觉投身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战
场，引导职工与企业共渡难关、共促发展。此外，专项
行动把保持职工队伍团结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作为
专项行动的底线要求，坚持一手抓引领构建、一手抓
防范化解，着力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城市
困难职工等群体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切实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

《通知》提出，要把专项行动与年度工作计划结合
起来，与工会重点工作贯通起来，把工作成效体现到
思想引领、建会入会、维权服务等工作水平提升上
来。要求各级工会加强组织领导，制定专项方案，精
心组织实施，注重宣传引导，推动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近一个时期，全国总工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调查
研究，加强工作指导服务，研究制定了一批有针对性
的措施，着力推动解决问题，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工会积极作用。

（相关解读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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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琴茹）6月25日，由中国
企业文化促进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全
国第二届新时代职工文化发展线上论坛举办。

本次论坛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乔东
组织发起。中华铁路总工会原主席、中国企
业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索河，中国职工发展基
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李然，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校长傅德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原副
部长王成，陕西工运学院教授薛丁齐等领导
专家出席论坛并讲话。党的十九大代表、全
国劳模、广东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程祖彬及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王建清作精彩演讲。

职工文化经验交流成论坛最大亮点。国
家电网公司“五力提升”职工文化路径、中铝

集团职工文化“四字诀”、中铁二局“十百千职
工文化工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九研究院
第七七二研究所“三芯”职工文化品牌、中铁
二院职工文化“三字诀”、国家电投内蒙古公
司通辽热电公司“暖流”职工文化品牌、天津
港保税区总工会职工文化“播种”计划、上海
工人文化宫“公益乐学”职工文化项目以及河

北瑞兆激光公司党建引领职工文化等做法，
成为新时代职工文化建设的标杆。

此次论坛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努力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
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创新“工”字系列职
工文化特色品牌，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国第二届新时代职工文化发展线上论坛举办

陕西省总工会举办2022年优秀干部培训班
郭大为出席并讲话

这是6月25日在香港尖沙咀拍摄的香港岛灯光秀。随着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纪念日临近，香港喜庆气氛越来越浓。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香港灯光秀

新华社长沙6月25日电（记者 温竞华
刘芳洲）《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
（2020）》25日在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上
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以中青
年为主，39岁及以下人群约占四分之三，年轻
化特点和趋势明显。

科技人力资源是指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
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
和应用活动的人力资源，反映一个国家或地
区科技人力的储备水平和供给能力，其规模

和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发展潜力
的重要指标。

报告显示，不考虑出国留学未归、“专升
本”等因素，截至 2020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
源已达11234.1万人。

报告指出，近十余年来，我国科技人力资
源年龄结构持续保持年轻化。截至 2019年
底，在接受过科技领域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
科技人力资源中，39岁及以下的科技人力资
源占比达 73.89%，50岁及以上的科技人力资

源仅占9.94%。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学历层次呈现以专科

为主、本科次之、研究生最少的金字塔形分
布，本科及以上科技人力资源占比持续提升，
学历结构不断优化；女性科技人力资源增长
迅速，占比从 2005 年的约三分之一提升到
2019年的约40%，性别比例更加趋于均衡。

专家认为，未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将继
续保持总量增长态势，应不断提升培养质
量、完善激励机制，加快促进科技人力资源

由大转强，为我国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
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科技人才
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而努力。

报告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联合
有关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完成，系统梳理了
2005年以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发展变化
特征，研判未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趋
势，并提出促进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持续发展
的政策建议。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年轻化特点和趋势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