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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将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造林绿
化方法传授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学会种树、
爱上种树，一起把咱们国家的生态环境建设
好。”前不久，在第 29届杨凌农高会上，石光
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参会的广大农民
朋友、涉农企业现场解答生态治理、增收致
富等方面的问题。

从坚持投身治沙事业，到带领群众致富过
上幸福生活，十年间，石光银在与沙漠作斗争
的同时，还将目光转移至向沙地要效益。“林子
的生态效益好了，经济效益就上来了，致富不
再是一句空话。”石光银说。

要致富先修路。可对于曾深受风沙侵害
的定边县群众而言，“要致富，先治沙”更为现
实与关键。

立志带领群众过上幸福生活，与石光银打
小就立下的“一定要战胜‘沙魔’”的誓言密不
可分。石光银倾其一生，带领乡亲们历经千辛
万苦，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
株（丛）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条长
百余里的“绿色长城”。

正是一棵棵茁壮成长的绿树，使陕北的绿
色版图不断扩大，森林覆盖率连年攀升。十年

间，陕北的山变绿了，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移
400公里，成为我国第一个完全“拴牢”流动沙
地的省份；水变清了，陕北地区“一碗水半碗
沙”成为历史。

望着眼前茁壮成长的成片樟子松，已经70
岁的石光银感慨万千：“我常常说，生命不息，
治沙不止。人这一辈子非常短暂，只要把一件
事干成了，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作为陕西唯一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
银认为，他的使命不仅是要将绿色留下来，更
要将幸福生活带给当地百姓。

“取得如今的治沙成果不容易。当年村民
们跟着我不计成本地治沙，就是因为完全信任
我。现在我更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石
光银说。

近十年来，石光银逐渐意识到当年栽种的
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小、观赏性差，粗放造
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够显著，于是，低
产林改造成了他的新计划。通过不断改良，以
樟子松为主的优质树种已达100多万株。

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先后启动实施三北防护林、
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和

地方重点治理项目，土地沙化呈现出
面积减少、程度减轻、扩展趋势逆转3
大变化。

这变化，榆林人感受颇深。得益
于建设樟子松、长柄扁桃、沙棘基地
和推广油用牡丹、樱桃等经济林新品

种，陕北的沙里淘出了“金子”。曾经的沙窝窝
变成了“金饽饽”，这让当地群众尝到了甜头，
收获了经济效益。

“我这辈子治沙吃了很多苦，但是把树种
活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了。这让我觉得，吃
的苦都是值得的。”石光银说。

这来之不易的绿色是乡亲们的绿水青山，
也是乡亲们的金山银山。十年来，在良好生态
防护屏障的庇护下，榆林“东枣、西薯、北种、南
豆”的特色产业格局初步形成，“草、羊、枣、薯”
四大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为群众在家门口
铺就“致富路”。

经过几年摸索，石光银及其团队通过“公
司+农户+基地”经营模式，把治沙与致富紧密
结合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先后开办百头
肉牛示范牧场、3000吨安全饲料加工厂、千亩
樟子松育苗基地、千亩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
地、千亩辣椒种植基地和 5万亩生态林等十多
项经济实体，惠及农户 1000多户，使沙区群众
人均年收入过万元。

如今，石光银的治沙事业也有了接班人。
林业技术出身的石健阳，毕业后就跟在爷爷石
光银的身边学习和实践林业技术，成为当地第
三代治沙人。

“生态效益好了，经济效益就会上来。我
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石
光银说，通过多年的实践，他相信因地制宜
改变生态环境一定能给人民群众带来“金山
银山”。 （周明）

石光银：用绿色绘就幸福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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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即将
出版发行的《复兴文库》作题为《在复兴之路上
坚定前行》的序言。

习近平指出，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
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编
纂《复兴文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
工程。在我们党带领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这部典籍的出版，对
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
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
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
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中
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进行
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找
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通过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懈努力，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谱
写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篇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
明前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正确
道路指引，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中国人民就能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指出，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儿女探

索、奋斗、牺牲、创造，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
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珍贵文献。编纂出版《复兴
文库》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就是要通过对近代以
来重要思想文献的选编，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
来者的奋斗。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
更需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要在学好党史的
基础上，学好中国近代史，学好中国历史，弄清
楚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弄清楚中国共产
党人是干什么的、已经干了什么、还要干什么，
弄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
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萃取历史精华，推
动理论创新，更好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
论、传播中国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要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精神力量，在新
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这一代
人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
绩和荣光。

《复兴文库》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
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精选 1840年鸦片战争以
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全景
式记述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儿
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
求索、百折不挠的历史足迹，集中展现了影响中
国发展进程、引领时代进步、推动民族复兴的思
想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历史逻辑、思想源流和文化脉络。《复兴文库》共
五编，其中第一至三编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习近平为《复兴文库》作序言强调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

9月26日，在
潼关县港口社区
东台塬，裕兴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员工在采摘软
籽石榴。

近年来，渭
南 市 潼关县发
挥传统种植石榴
的优势，引进和
培育多类优质产
品，让小石榴落
地生根，成为群
众致富奔小康的

“软黄金”。
邹竞一 摄

本报讯（韩龚轩）9月 23日，韩城市召开全
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企业座谈会，组
织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期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及全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会议精神，推进产改工作走深走实。

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新任务，充分调动
韩城广大产业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要结合工作实际，对照改革任务措施，抓
住重点，夯实责任，创造性地把各项任务落实
落地落细，以勇于担当的事业心、责无旁贷的
使命感和奋发有为的主动性，立足韩城特点，
坚持“党建带工建”，争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试点，为推动韩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工会作为，为不断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
群众基础作出新的贡献。

韩城市推进产改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刘倩）9月 26日，由省机械冶金建
材工会主办，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承办，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协办的首届“陕有色杯”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开幕。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女职
工委员会主任人选刘皓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
赛开幕。

开幕式后，刘皓一行现场察看了天车工实
际操作考试现场，参观了陕西有色榆林新材

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展厅、职工之家及铝业
分公司电解和铸造车间，详细了解了企业生
产经营、职工文化建设等工作。

刘皓对公司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
公司进一步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中
出实招见实效，促进产业工人队伍全面发展；
要紧抓公司当前生产经营的好形势好机遇，
在科技研发、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工作上狠
下功夫，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届“陕有色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幕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为推动企业进一
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市场监管总局近
日发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规定》，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

这是记者26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这
一规定旨在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责
任，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在健全企业责任体系方面，规定要求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
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具有一定规模的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在配备食品安全员的同时，应当依法
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建立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总
责，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分级负责的食品
安全责任体系。

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方面，规定要求企业
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
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
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同时，规定还完善了
相关法律责任，依法明确企业未落实食品安全
责任制以及未按规定配备、培训、考核食品安全
总监、食品安全员等法律责任。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新规出台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9月26日上午，由省
国资委、省科技厅主办的秦创原·2022年创合论
坛活动周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
会主席郭大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全文见今
日二版）。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任国，西咸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姜建春分别致辞。

郭大为首先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企业家、
专家学者、嘉宾朋友们表示欢迎。他指出，创
合论坛，是头脑风暴、创新交流的盛会，是互联
互通、合作发展的平台。自 2019年以来，每年
一次的创合论坛，越办越精彩，越办越有影响
力，推动了科技、资本、人才向陕西聚集。

郭大为强调，创新赢未来，秦创原向未

来。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
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迈出更大步伐”的重要指
示，把改革创新作为经济强省战略的关键一
招，全力打造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科技研发、
孵化培育、裂变转化的经济效能不断显现。合
作共赢，是当今发展之大势。希望通过本次创
合论坛的成功举办，达到增进相互了解，加强
交流沟通，促成更多合作，共享创新发展红利
的目的，让秦创原创新的土壤更加肥沃，创新
的成果更加丰硕，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创新引领 合作发
展。开幕式上发布了长安朱雀链&秦创原 e
起创计划，进行了《突围之路——资本要素如

何服务科技创新》对话。全国政协参政议政
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创始院长贾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
理学院教授何帆，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
商学院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任
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分别作主旨演讲。

据悉，自 2019年秦创原·创合论坛举办以
来，今年已是第四届。本届论坛首次以活动
周形式举办，集论坛会议、专场活动、配套活
动、展示体验等，包括创合之夜、开幕式、创合
对话会、主题论坛、创合路演、培训应用、创合
岛及参访交流等配套活动。

郭大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秦创原·2022创合论坛活动周开幕
郭大为致辞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9月 26日，2022年
全省工会意识形态暨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召
开。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出
席并讲话。

王军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工会意识形态
和新闻宣传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推进

“学党史、讲三忆、感党恩”教育活动常态化，
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
功新时代”系列活动，全面推进职工书屋“百千

万提质工程”，举办职工读书、讲书和劳模工匠
进校园、云宣讲等特色活动，极大增强了职工
队伍的凝聚力和工会组织的影响力。

王军强调，各级工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
牢底线意识，强化整体联动，抓好责任落实，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形成齐
抓共管工作局面，切实把中央、省委关于意识
形态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围绕主题主
线，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创新加强职工思想
政治引领，建强工会新闻宣传队伍，全面推进
工会新闻宣传工作创新发展。要坚守媒体正

道，发挥工会报刊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
职工的作用，办出具有“三工”特色。要把征
订工会报刊作为一项紧要任务来抓，确保征订
数量稳步提升。

会上，宝鸡市总工会、省财贸金融轻工工
会、省交通运输工会、中石油测井工会作交流
发言，工人日报陕西记者站、《中国工人》杂志
社、陕西工人报社相关负责人通报了有关情况。

各市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单列单位工
会负责人及省总机关相关部门、陕西工运学院
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2022年全省工会意识形态暨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召开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非凡十年

■新华社推出五集大型政论片《我们的新时代》
■前8个月保险资管业协会登记产品规模逾6800亿元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续实施至明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商务部：今年前八月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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