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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8月 2日，在“全
民健身日”到来之际，“中国梦·劳动美——
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陕西省职工全
民健身系列活动暨“民生银行杯”全省职
工羽毛球比赛启动仪式，在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头体育馆举行。

此次活动由陕西省总工会主办，陕西
省职工体育协会承办，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
行、陕西省羽毛球协会协办，旨在认真贯

彻落实中省全民健身工作部署，为陕西省
第十七届运动会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推
动“健康陕西”建设和全省职工健身活动蓬
勃开展。

9时 30分，在欢快的乐曲中，来自我省
各市、各省级产业工会以及单列单位工会
的 26支代表队入场。入场式后，全场奏响
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柴东海致
辞，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贺英俊讲话。裁

判员、运动员代表分别宣誓。在热烈的气
氛中，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宣
布活动启动。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
公司职工表演了激情四射的体育舞蹈。
随后，全省职工羽毛球比赛鸣笛开赛，羽
毛球前国家队总教练李永波现场开球并
解说。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陈亚民，中国
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工会主席张
昊，业务总监王建平等出席启动仪式。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分为线上线下两

部分。线上活动时间为 7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全省各级工会及职工均可随时报名参
加 AI 运动场、工间健身训练、健步走、跑
步、骑行等线上体育健身活动项目。截至
目前，参与线上活动的企事业单位 1190
个、职工 9.2万人。线下部分包括羽毛球、
象棋、围棋、全健排舞比赛等活动。

省总工会对启动仪式进行全程网上直
播，36.5万名职工群众通过网络观看了启
动仪式盛况。

↑↑世界冠军世界冠军、、中国羽毛球队前总教练李永波为比赛开球中国羽毛球队前总教练李永波为比赛开球，，并现场解说并现场解说。。

←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陕西省职工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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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游客
在留坝县紫柏山国
家森林公园内游览。

地处秦岭腹地
的汉中市留坝县充
分利用清凉山水等
优美环境条件，围绕
高山景区、民俗老
街、历史遗迹、现代
民宿、研学基地等旅
游休闲要素，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吸引游
客前来避暑休闲。

邵瑞 摄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 赵文君）中消协 2
日发布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今年上半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551780 件、同
比增长 5.71%，解决 449786 件、投诉解决率 81.52%，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73863万元。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者投诉总体呈上升
态势，其中涉及消费安全问题，如食品安全、医美安
全、预付安全等；买房置业消费问题，如商品房、物业

服务等；公共服务问题，如电信服务、航空客运等；精
神层面消费问题，如在线培训、网络游戏、宠物消费
等。

从商品大类投诉数据分析，日用商品类、家用电
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
居前五位。从服务大类投诉数据分析，生活社会服
务类、互联网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文化娱乐体
育服务类、电信服务类投诉量居前五位。

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解决率81.52%新华社北京8月
2日电 为服务乡村
人才振兴，提升农民
科技文化素质，中国
科协、国家乡村振兴
局日前印发意见，联
合组织开展“科技助
力乡村振兴行动”，坚
持科技赋能、深化智
志双扶，推动科技创
新成果惠及广大农
民，营造乡村创新创
业创造氛围。

意见明确了“科技
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将
开展的系列重点任
务。其中，科协组织、
乡村振兴部门要积极
搭建平台，引导和推
动各级学会、高校科
协、企业科协等建立
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目
录，促进优质服务与县乡村科
技需求精准对接，为农村地区
提供亟须的科技培训、科普讲
座、产业指导等科技服务。

在壮大人才队伍方面，科
协组织要立足各级学会、高校
科协、企业科协、科技科普志
愿服务组织、基层农技协等组
织，在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不

同领域培育出综合素
质高、服务能力强、运
行管理规范、热爱乡
村振兴工作的科技服
务队伍，引领基层科
技工作者投身乡村振
兴工作。

在丰富科技科普
资源方面，有关部门
要推动科普设施建设
纳入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总体布局，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拓展和强
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的科普服务功
能；推动科普中国优
质内容融入数字乡村
建设，强化农民数字
素养；提升科普大篷
车、流动科技馆等流
动科普设施的下沉服
务，加强农村中学科

技馆建设，为乡村提供丰富有
效的科普服务。

此外，意见还提出了开展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精准服
务、开展村“两委”科技赋能
专项行动、助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加大重点区域支持服务
力度、深化科协系统定点帮扶
工作等重点任务。

两
部
门
联
合
开
展
﹃
科
技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行
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声
明

8月 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
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
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
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
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
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谴责，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1971年联大第 2758号决议对此予
以明确。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
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中国原
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1979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
确承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
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
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理应严
格遵守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与
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中方
历来反对美国国会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美国行政部门有责任予以阻止。佩
洛西众议长是现任美国国会领导人，她
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赴台活动，都是升
级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治挑衅，中方
绝不接受，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
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前，台海局势
面临新一轮紧张和严峻挑战，根本原因
是台湾当局和美方不断改变现状。台
湾当局一再“倚美谋独”，拒不承认“九
二共识”，大搞“去中国化”，推行“渐进
式台独”。而美方企图搞“以台制华”，
不断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加强
美台官方往来，为“台独”分裂活动撑腰
打气。这是十分危险的玩火行动，玩火
者必自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
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是 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
意志，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
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职责。民意不可
违，大势不可逆。任何国家、任何势力、

任何人都不要错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针对美国会众议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方必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只能是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合作共赢。台湾问题纯属中国
内政，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中方严
正敦促美方，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停止插手台
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以各种形式支持纵容“台独”
分裂势力，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停止歪曲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切实将美国领导人作出的“四不
一无意”承诺落到实处，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 实习生 罗婧）8
月 2日，在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榆林市委
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杨向喜介绍，过去五
年榆林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工业总产值
突破 7000 亿元，工业增加值总量连续 15
年位居全省第一。

榆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3%，先
后迈上 3000亿元、4000亿元和 5000亿元三
个台阶，经济总量进入全国城市 50强。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万元，是 2016年的
1.8倍，跻身全国城市前 20强。

榆林开展“双碳”路径研究，形成高碳
城市低碳化发展思路。携手中科院创建
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积极融入秦创原创
新驱动平台，全社会研发支出经费较 2016
年增长 5倍。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多元
化、低碳化加速迈进，高端装备制造、智能
无人等产业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年
均增长 11%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8.2%、位居全省第一。
榆林民生支出年均增长 13.9%，新建

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 438所，新增学位
13.5万个，每千人口拥有医院床位数达到
6.1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城
镇基本医疗参保率达 95%以上，总投资 38
亿元的榆林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即将
建成投用，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本月在榆林
盛大开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
长 8.6%，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9缩小至 2.4。

今后五年是榆林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和战略机遇期，
榆林将把生态环境挺在最前面，建设黄土
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贯彻落实国家黄
河战略，实施碳达峰榆林行动，确保单位
GDP 能耗、碳排放五年分别下降 13%和
19%；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机制，每年发展
高效节水旱作农业 60万亩，确保万元GDP
用水量五年降低 10%以上。深入实施防止

二次沙化及国土绿化五年行动，确保全市
林木覆盖率达到 38%以上。

杨向喜介绍，榆林将加快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
地。高水平建设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把
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和秦创原榆
林创新中心打造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平
台。稳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力争可
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五年提高到 50%以上。

推进煤化工产业向终端延伸，推动国
家级煤制油气基地建设，做大做强高端装
备制造、智能无人系统和通航等新兴产
业，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
体系。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力打
造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确保营商便利度保持在全省第一方
阵。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外贸进出口总
额年均增长 8%以上。

榆林将通过企业不裁员、企事业单位
招聘、劳动技能培训等举措，紧盯大学生
等重点群体扩就业，确保每年新增城镇就
业 3.3万人以上。实施教育高质量发展五
年行动，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529
所、新增学位 22 万个。实施医疗卫生高
质量发展五年行动，全力打造区域医疗中
心。举全市之力办好省十七运会，积极创
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实施“驼城
社保共享计划”和全民参保计划，新建保
障性住房 7万套，扎实做好“一老一小”工
作，织密扎牢多层次社会保障网。

榆林将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
工业增加值总量连续15年位居全省第一

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 喜迎党的二十大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8月2日晚开始，中国人民解放
军东部战区将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在台岛
北部、西南、东南海空域进行联合海空演训，在台湾海峡进行
远程火力实弹射击，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常导火力试射。此
次行动，是针对美近期在台湾问题上消极举动重大升级采取
的严正震慑，是对“台独”势力谋“独”行径的严重警告。

东部战区将在台岛周边
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近日，省财政厅下达 7700万元
支持我省第二批 12个特色专业园区建设。

本次支持的园区是一批特色主导产业清晰、发展目标
明确的县域工业集中区和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重点围
绕我省 23条重点产业链。其中，既有聚焦装备制造、白酒
酿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园区，也有锚定光子、新材料等新兴战
略产业园区和基地。

省财政厅对依托县域工业集中区建设的特色专业园区
每家奖补 1000万元，对依托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建设的
园区每家奖补 500万元，资金计划按照实施期限为三年，第
一年下达资金的 70%，期末根据期中、期末绩效考评情况动
态调整下达剩余资金。在资金的支持下，汉中市西乡县循
环经济产业园区茶产业、西安高新区光电孵化协同创新工
程基地光子产业、铜川市耀州区惠塬工业园区绿色建材产
业纷纷摁下“加速键”，发展势头强劲。

省财政厅下达7700万元
支持特色专业园区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国家能源局数据
显示，上半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4.1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9%。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4.7%，比 5月份增速提高 6个百分点。用电数据
显示，二季度中国经济运行呈现恢复发展态势。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何洋表示，近期受我
国经济增长和气温偏高影响，电力消费和电力负
荷较快增长，全国用电负荷屡创新高。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6月份，第二产业用电
量49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

在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6月份装备制造业
用电量同比增长4.8%，结束连续两个月负增长态
势，增速较 5月份提高 5.8个百分点，高于工业整

体水平 2.8个百分点，是引领工业用电增速回升
的主要动力。

其中，汽车制造业 6月份用电量同比增长
6.8%，增速环比5月份大幅上升17.4个百分点，行
业加快复工复产，产业链供应链修复态势显著。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23.7%、11.2%，
延续年初以来的良好增长态势。分行业看，制
造业31个行业中，有23个行业6月份增速比5月
份有所回升。

进入 6月，国内疫情防控总体形势趋稳向
好，复商复市稳步推进，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措施
落地见效，服务业景气重返扩张区间。

我国用电增速明显回升
经 济 恢 复 态 势 向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