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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建设者与孩
子们分享蛋糕。当日，由
中国建筑集团主办的 2022
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活
动（第 3 场），在中建安装
华西公司承建的西安LNG
液化天然气项目工地举
办。活动通过集体生日
会、朗诵、独唱、宣读倡议
书等方式，为留守儿童打
造温暖“铠甲”，撑起一片
爱的天空。 袁景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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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9月 20日，记者从省
总工会获悉，我省 10户企业和 1个工业园区被
命名为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单位。

据悉，为树立示范典型、弘扬人文关怀、传
递和谐温暖，进一步推动广大企业和工业园区
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促进构建中
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按照要求，在组织
创建、评估验收、全国公示的基础上，命名350家
企业为“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企业”，50

个工业园区为“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工
业园区”，我省10户企业和1个工业园区入选。

示范企业为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
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咸阳市城市建设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示范工业园区为西安
航空科技企业孵化器。

陕西10户企业1个工业园区被命名为
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9月20日，汉中市工
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省总工会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主席王军，汉中市委书记钟洪江出席
并讲话。汉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烨，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杨记明，市政协主席蔡煜东，市委
常委王利、邱仕伟、屈占权、陈剑彬、马红梅、叶
稳太等到会祝贺。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李晓媛作工作报告。汉中市政
府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郑雪梅代表人民团体
致贺词。

王军指出，过去五年，汉中市各级工会组
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忠诚履职、担
当作为，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特
别是组织开展的“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
题劳动和技能竞赛，精心打造的“工会在身边”
服务品牌，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
律，在推动汉中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军强调，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在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上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推动重要论
述进车间下班组、走进职工心里。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推动产改走深
走实，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凝
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主动担当作为。要落
实维权服务职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把职工的事办好，切实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
全，在满足广大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彰显
工会温度。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扎实推进

“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对照“十改”“十问”“十努
力”和“十种现象”，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以改
促干，在建设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的
工会组织上持续发力推进，团结引领广大职工
听党话、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以实干实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汉中市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张雨萍 弓晓敏）9月 19日，杨凌示
范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以
贯彻落实全省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工作电视电话会暨省产改协调小组会议精神为
契机，持续推动全区产改工作再上新台阶。

杨凌示范区产改工作领导小组将积极联系

各成员单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结合杨
凌示范区产业工人队伍特点，突出围绕“思想
引领、素质提升、地位提高、权益维护”等重点产
改任务，围绕《杨凌示范区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措施》及
杨凌产改工作方案，扎实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杨凌示范区产改工作领导小组

持续推动产改工作再上新台阶

领 航 中 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
的思想基础”

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
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中英文版出
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党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山西太原市迎泽
区委党校迎泽街道分校教室里，数十名街道、社
区干部围绕最新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展开学习并进行交流分享。

从第一卷到第四卷，这一著作集中展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向外看，

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向内看，我国
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立志于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
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用真理
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十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
本性转变——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

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文
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阐明原则立场，廓清理论是
非，校正工作导向；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
实践，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建设；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健全互联网领导和
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
络空间…… （下转第三版）

坚定文化自信，
为新时代新征程凝心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述评

新闻集装箱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完善养老服务支持政策，增
强养老服务供给能力，补齐养老服务短

板弱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总数达 36万个，床位 812.6万张。

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达36万个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徐文立20日表
示，我国消费电子产销规模均居世界第

一，我国是消费电子产品的全球重要制造
基地，全球主要的电子生产和代工企业大
多数在我国设立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

我国消费电子产销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国家统计
局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按不变价计算，
2013年至 202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7.4%，分别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0.8
和1.4个百分点。

近十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4%

8月份陕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本报讯（单宇蒙）9月 19日，省统计局发
布 8月份全省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份，全
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中向
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

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4.9%，较7月份回落4.6个百分点。其中，能
源工业增长 7.6%，非能源工业增长 1.5%。从
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长 6.5%，制造业增长
1.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增长
19.3%。1-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8.2%，增速较1-7月回落0.5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8月份，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增速高于规上工业
9.0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39.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7.6%。重点产
品生产稳定。8 月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
4.1%，增速较7月份加快7.8个百分点；发电量
增长16.7%，较7月份加快2.3个百分点。发动
机增长1.45倍；汽车产量增长83.6%，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量增长1.7倍。
企业效益持续提升。1-7月，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9216.1亿元，同比
增长22.3%；利润总额2729.6亿元，增长53.1%；
营业收入利润率为14.2%，保持较高水平。
投资增长稳中向好，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力

1-8 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7%，增速较1-7月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4.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8.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6%。

从投资主体看，国有控股投资保持高速
增长。1-8月，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23.2%，
较 1-7月加快 1.6个百分点，高于全部投资增
速 13.5个百分点，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10.7个
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 1.7%，较 1-7月回落
1.1个百分点。

从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
力，工业投资加快增长。1-8月，基础设施投
资同比增长 16.4%，增速达年内最高，拉动
全省投资增长 4.8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 8.4%，增速较 1-7月加快 0.5个百分点；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5.8%，增速加快 1.9个
百分点。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住宿餐饮业回升明显

8月份，全省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8.6%，较 7月份回落 0.1个百分点。1-8月，全
省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2%，较 1-7
月加快0.8个百分点。

从消费类型看，住宿业、餐饮业回升明
显。8月份，限上住宿业营业额增速由负转
正，同比增长27.1%，增速较7月份加快38.4个
百分点；限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9.4%，较 7月
份加快6.1个百分点。

从商品类别看，生活必需品类、出行类支
撑有力。8月份，23类商品零售中 16类正增
长，汽车类同比增长 15.4%，石油及制品类增
长11.4%，粮油、食品类增长 11.1%。

线上消费活力持续增强，占比提升。8
月份，全省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同
比增长 12.0%，增速较 7月份加快 6.6个百分
点；占限上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16.4%，占
比较 7月份提高 1个百分点。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
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
汇聚力量，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
化需求，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
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领
域发生全面、深刻、根本性的变化，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
心力极大提升，党、国家、人民、军队、中华民族
的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同志围绕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
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规律，
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我们做好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同志关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明实践、文明培育、
文明创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丰润道德滋
养、良好文化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分 10个专题，共计 512 段论
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月 17日至 2022
年 6月 8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演讲、谈
话、贺信、指示、批示等 240篇重要文献。其中
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本报讯（周明）9月19日，国家能源集团榆
林化工有限公司5万吨/年聚乙醇酸（PGA）可
降解材料示范项目打通全部生产流程，正式
建成投产，标志着世界首套万吨级煤基可降
解材料示范项目实现工业化生产。

该项目生产的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采用
国家能源集团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关键设备
全部实现国产化。与生产传统聚烯烃塑料
相比，煤基聚乙醇酸可降解材料吨产品原料
煤耗可降低约 50%，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约
65%，工业增加值增加 2至 3倍，但生产成本
接近，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环保效益。

据悉，该项目产出的可降解材料能大量

替代一次性塑料制品，可在土壤、海水等环境
中完全无害降解。该项目产品不仅可以制成
一次性餐具、塑料袋等生活用品，还在医疗
手术缝合线、农业地膜、地下非常规油气开
采等高端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空间，为
我国治理白色污染、服务民生需求提供了新
的路径。

近年来，为遏制白色污染，推动可持续发
展，各地陆续发布了“限塑令”甚至是“禁塑
令”，推动了我国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进一
步扩大可降解材料市场需求。

在业内人士看来，5 万吨/年聚乙醇酸
（PGA）示范项目建成投产，为解决我国白色

污染问题提供技术方案，并具有可复制可推
广借鉴的现实意义。

作为煤制烯烃产业链的延伸项目，这套5
万吨/年聚乙醇酸（PGA）示范项目在榆林化
工内部也具有特殊意义。

据介绍，在该企业内部，去年年底投产
的 4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与已建成投产
的 180 万吨/年煤制甲醇项目和 5 万吨/年
聚乙醇酸（PGA）示范项目可实现技术耦
合，依托煤制甲醇项目富余合成气及公用
工程实现联产，将乙二醇装置排放的尾气
作为煤制甲醇项目的原料回收利用，实现
煤炭清洁循环利用。

世界首套万吨级煤基可降解材料项目在榆林建成投产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