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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 喜迎党的二十大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8月 4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以来，我省主
要商务指标呈现稳中向好趋势，商务领域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1至 6月，全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989.55 亿元，增长 0.3%，
高于全国 1个百分点。

市场消费企稳复苏。商品销售逐步回
升。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销售增长 1.8%，高
于全国 0.4个百分点，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3.4
个百分点，6 月份增长 14.1%。餐饮收入降

幅收窄。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下降
3.6%，降幅低于全国 4.2个百分点，较 1至 5
月收窄 2.9 个百分点，6 月份增长 7.9%。网
络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网络销售
额增长 5.9%，较 1 至 5 月加快 3.8 个百分
点。各市增速普遍较高。6月份，西安市限
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8%，较 5 月
回升 16.8 个百分点。铜川、宝鸡、咸阳、渭
南、延安、汉中、安康、商洛、杨凌示范区均
在 15至 20%的高速增长区间。

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1至 6月，全省
进出口 2362.26亿元，同比增长 6%。出口保
持快速增长。增长 28.7%，增速居全国第 11
位，高于全国 15.5 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占
比提高。一般贸易同比增长 28%，占比较去
年同期提升 5.8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保持
活力。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4.9%，占全省
进出口总额的 34.5%，较去年同期提升 2.6
个百分点。主要区域保持增长。对“一带
一路”和东盟十国进出口分别增长 17.7%和
32.1% ；对 RCEP 贸 易 伙 伴 进 出 口 增 长
4.4%，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39.5%。部分市
区增势良好。延安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5.1%，榆林、渭南、铜川、商洛均实现了时
间任务双过半。

招商引资增速较快。全省外商直接投
资 7.0 亿美元，从 1 至 5 月的下降 2.1%转为
增长 34.2%。实际到位内资 7888.92亿元，增
长 26.8%。新签项目进展良好。全省新签
投资额 1 亿元及以上内资项目 1223 个，占
全部新签项目的 53.5%。制造业引资居行
业首位。实际到位内资 2598.4 亿元，占全
省引进内资总额的 32.9%。各地招商成效
明显。各市引进内资均实现时间任务双过
半，西安、咸阳、铜川、延安、榆林、杨凌 6市
区利用外资增速超过全省平均增速。

我省主要商务指标呈现稳中向好趋势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89.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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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下午，“工
报进百企·献礼二十
大”本报全媒体采访团
走进神木富油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
国家能源煤炭分质清洁
转化重点实验室试验示
范基地。今年上半年，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61 亿元，同比增长
16.91 亿 元 ，增 幅
626.30%。经营指标创
同期最好水平。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富油能源科技上半年
经营指标创同期最好水平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 徐壮 周
玮）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
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的“妙手传天禄 丹心
鉴古今——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
修复项目成果展”4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
四展厅拉开帷幕。

“天禄琳琅”藏书是清代宫廷珍藏图籍的
精华与瑰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
宫廷善本特藏。“天禄”是传说中的神兽，汉朝
宫廷设天禄阁以藏书；“琳琅”常用以比喻珍
贵的书籍，此即“天禄琳琅”藏书名称的由来。

展览共分为“天禄零楮 册府重光”“精具
利器 匠心良材”“妙手巧艺 古书回春”三个
单元，展出古籍、中外文现代图书、报纸、档案
复制件等不同类型展品共计 72种 85册（件），
其中有一部分为“天禄琳琅”旧藏的珍贵古
籍，大多是经过修复师用不同修复技法修复
的天禄珍籍，另配合展出修复过程中精心制
作、选配的材料和工具等48种，让观众不但能
观赏重要典籍，同时可以了解大国工匠技艺。

国家图书馆共收藏“天禄琳琅”珍籍 279
部，是中国大陆地区收藏数量最多的单位。
2013年，国家图书馆启动“天禄琳琅”珍贵古
籍修复项目，历时 8年，精心修复了馆藏损毁
严重的300余册“天禄琳琅”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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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8月 4日，全省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服务关爱主题活动
在中建七局四公司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西安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振虎，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霞，西安市总工会二
级巡视员冯增权等出席。省总工会党组副
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主持。来自网约车司
机、快递员、货车司机等行业的 50名职工代
表参加。

在职工代表集体宣誓入会后，郭大为向
新会员代表颁发了会员证。王军宣布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网上入会专用小程序上线。
薛振虎向企业工会代表赠送 200万元职工互
助保险，与会领导为会员代表发放“送清凉
大礼包”。赵霞发布了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1+10+X”精准服务内容，冯增权发布西
安市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十项措施。

去年以来，省总工会先后联合省委组织
部、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
代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带动工
建 工建服务党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
快全省快递行业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等
系列文件，在制度层面为全省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保驾护航。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
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会进万家”等活
动，采取企业“单独建”、龙头企业“牵头
建”、借助行业力量“推动建”等多种方式，
推动滴滴等新业态企业依法建立工会。依
托“陕西工会 App”，方便、快捷组织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实现网上入会。截至目前，全
省已建成覆盖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
员、网约配送员 4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的市级行业工会联合会 19个、县（区）级行
业工会联合会 108个，新业态工会组织 1143
个，吸纳各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

14.8万人。省总工会加大对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关心关爱力度，出台《关于切实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办
法》，全省工会累计投入 3800余万元用于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和服务保障工作，建
成爱心驿站 2000余家，实现县区全覆盖，为
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热水、充电、避雨、休息等多种服务，最大
限度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吸引过来、组织
起来、稳固下来。

活动结束后，郭大为到西安市总工会了
解各部门工作情况，与机关干部亲切交流。

活动现场。 郭大为为新入会会员代表发放会员证。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郭大为出席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入会及服务关爱主题活动

全国总工会拨付5.64亿元财政
专项资金保障困难职工基本生活

中工网讯（记者 王鑫）近日，全国总工会下
发《关于 2022年度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分
配下拨和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并下拨 5.64
亿元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用于保障困难
职工基本生活。

《通知》规定，各地工会要综合考虑疫情影
响，进一步优化政策、简化程序、畅通路径，加
快资金拨付进度，及时足额发放到困难职工
家庭，对在档困难职工应帮尽帮、全部覆盖、
保障到位。

《通知》要求，各地工会要加大工会帮扶资

金投入，加强对当前因疫因灾造成的新增和返
困困难职工的帮扶，对困难职工生活足额兜
底。形成中央财政引导、工会经费投入为主、
广泛吸收社会公益捐助的帮扶资金格局。

《通知》强调，各地要高度关注当前疫情形
势和经济下行压力给职工生产生活造成的影
响，重点关注特殊困难职工、低收入职工、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开展全面摸排，及时
了解掌握情况、摸清底数、制定措施，配合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落实相关政策，帮助
困难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8月4日11 时08 分，我国使用长征四号乙遥四
十运载火箭，成功将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以
及搭载的交通四号卫星和闵行少年星顺利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创建了
我国防护工程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了我国城市人防工程毁伤理论模
型和分析方法，制定了我国首部人防
工程防护标准。前不久，钱七虎被授予

“八一勋章”。
防护工程被誉为一个国家的“地下

钢铁长城”，也是钱七虎毕生钻研的课
题。上世纪 70 年代初，戈壁深处一声
巨响，荒漠升起蘑菇云……当人们欢
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
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
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从荒凉戈壁到
边防海岛，从浅埋工程到深埋工程防
护，从常规抗力到超高抗力防护，在为
国铸盾的道路上，钱七虎始终奔波在
工程一线、奋战于专业前沿。几十年
来，他和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突破
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
装上了“金钟罩”，擦亮了对党绝对忠
诚、矢志强军报国的军人本色。

“哪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科技工作者的兴
趣和爱好就要向哪里聚焦。”秉持这样的信念，钱七
虎把自己不知疲倦的忙碌身影和奔波足迹留在了
一个个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面对被称为“天下
第一爆”的炮台山爆破，他迎难而上、不辱使命；面
对当时施工风险最大的“万里长江第一隧”，他勇
挑重担、攻坚克难，被授予“南京长江隧道工程建
设一等功臣”；退休后，仍积极为川藏铁路建设、渤
海湾海底隧道论证建言献策……钱七虎用驰而不
息的奋斗生动诠释着这样的信念：只有把个人理
想与党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彰显价值。

今年高考后，贵州铜仁一名取得好成绩的考生
说，最想感谢的人是钱七虎。正是因为钱七虎设立
的瑾晖慈善基金的资助，他得以在学校安心学习，专
心备考。在这位考生的家乡，获得瑾晖慈善基金资
助的学生有 400 多名。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钱七虎
就将所获得的各种津贴奖金等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无论是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800 万元奖金全部捐
助贫困学生，还是捐款650万元支持武汉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无不传递着一个科学家心中有国、心中有民、
心中有仁、心中有爱的动人情怀。

大国利剑舞长空，耿耿丹心筑长城。一批又一
批像钱七虎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将个人的拼搏奋斗
融进祖国的江河、民族的星空，让一个民族风雨无
阻向前进的雄伟身姿傲然挺立，也让一个国家攀登
世界科技高峰的征途无限光明。新时代新征程，广
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科研、矢志报国，在科技创新的
征途上不断前行，一定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再立新功。 （邹翔）

耿
耿
丹
心
为
国
铸
盾

国 防 部 新 闻 发 言 人 谭 克 非
就我系列军事反制行动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8月2日，美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此举与美方不支持“台
独”的承诺背道而驰，是对中方严重的政治挑衅，
是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严重破坏，是对台海和
平稳定的巨大冲击和威胁。中方对此强烈愤慨、
强烈反对。中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
合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对性
演练，组织精导武器实弹射击，就是针对美台勾连
的严正震慑。

我们正告美方和民进党当局，“以台制华”注定
徒劳，“挟洋自重”没有出路。美台勾连挑衅只会将
台湾推向灾难深渊，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
祸害。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 14亿
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我们将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为任何形式的

“台独”行径和外部干涉留下任何空间。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白艳红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