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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侠郝春侠（（左一左一））在宣讲中在宣讲中。。（（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郝春侠，女，汉族，1972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
文化程度，现任铜川市耀州
区石柱镇副镇长、西古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劳动
模范、陕西省第十二届、十
三届人大代表。自 2000 年 8
月担任西古庄村党支部书
记以来，22 年如一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把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环境，建设和谐
文明新农村，带领群众致富
奔小康作为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举世瞩目，我作为基层党员代表参会，是
群众的信任，是对基层党员干部的鼓励，
我十分激动。”11 月 16 日，陕西劳模党代
表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成员、铜川市耀州
区石柱镇副镇长、西古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郝春侠在向铜川新业态劳动
者群体宣讲时动情地说。

从北京返回铜川后，郝春侠马不停蹄
地把党的好政策、好声音送到各行各业的群
众中。连日来，她已经进行了 15场宣讲。

10月 26 日，在铜川市总工会的组织
下，郝春侠走进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
园，为 600 余名产业工人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

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高晓兵听完宣讲后说：“我们要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凝心聚力，开
拓创新，对标一流，争当‘链主’，为推动铜
川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新时代 10年，成就举世瞩目、变革彪

炳史册。”10月 30日早上，郝春侠在对本村
群众宣讲时话语铿锵有力。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22年来，郝春侠带
领乡亲们修路、盖房、通水、通电、种苹果，
用奋斗让贫穷的村庄换新颜。她说：“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
生发展动力。我会认真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
机遇，带领全村做优做强苹果产业，继续
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的钱包越来越
鼓、生活更加美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11 月 9 日下午，在铜川市总
工会组织的“与党的二十大代表共话乡
村振兴”劳模座谈会上，郝春侠如是说。

与会人员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结合各自实际，就如何发展乡村经
济、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交流。劳模代表表
示，要向郝春侠学习、向西古庄村看齐，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农业产业经济，为推动乡
村振兴、农民增收贡献力量。

11 月 16 日，铜川市总工会“走进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活
动分别在 4 家新业态劳动者重点单位举
行。一天四场，郝春侠先后深入货运司
机、快递员、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群体中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她绘声绘
色地分享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后的所
见、所闻、所学、所想，引起现场新业态劳
动者阵阵共鸣。

连日来，郝春侠在基层的宣讲活动紧
锣密鼓，尽管忙碌，但她内心却很充实。
她感慨道：“每次的宣讲，重温参会的点
滴都会振奋不已，我要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传达到全市的角角落落，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生产服务一线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好日子郝春侠

二十大代表在基层

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111 月月 2121 日日，，神舟十五号载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与长征二号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F 遥十五运遥十五运
载火箭组合体在转运途中载火箭组合体在转运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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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装箱

据新华社电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田焦页 10-Z4HF
井 11 月 17 日顺利完钻，钻井周期仅 24.12

天，较设计钻井周期提前 16.88 天，创该气
田开发以来钻井周期最短纪录，为气田钻
井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钻井周期进一步降低

据新华社电 我国迄今水下考古发现
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古
船 11月 21日在长江口水域成功实施整体打

捞。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重达 8800余吨，
在提升作用下以每小时约 4米的速度逐渐
浮出水面。

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打捞出水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
11月 21日对外公布《上海市、南京市、杭州
市、合肥市、嘉兴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

区总体方案》，推进上海市、南京市、杭州
市、合肥市、嘉兴市科创金融改革，加大金
融支持创新力度。

央行等八部门发文推进五地科创金融改革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秦莞）西安海关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1 月至 10 月，陕西进出口贸易总值
40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8% 。 其 中 ，出 口
2520.4 亿元，同比增长 21.1%；进口 1508.6 亿
元，同期贸易顺差 1011.8亿元。

一般贸易进出口大幅增长，外贸结构
进一步优化。前 10 月，我省加工贸易进出
口 2116.6 亿元，同比增长 2%，占全省进出口
总值的 52.5%，其中出口 1390.8 亿元，同比
增长 18.1%；一般贸易进出口 1415.2 亿元，
同 比 增 长 32.9% ，占 全 省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35.1%，比上年同期提升了 7.7 个百分点，其
中 出 口 82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1% ，进 口

587.2 亿元，同比增长 20.8%。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明

显。前 10月，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 896.1亿元，同比增长 39.7%，占全省进出
口总值的 22.2%；对 RCEP 其他国家进出口
1595.6 亿元，同比增长 4.1%，占全省进出口
总值的 39.6%。同期，我省对韩国进出口
785.4 亿元，占比为 19.5%；对欧盟进出口
540.6亿元，占比为 13.4%；对东盟进出口 528
亿元，占比为 13.1%。

外资企业出口增长，民营企业进、出
口均呈增长态势。前 10 月，我省外商投资
企业进出口 2247.3 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

值的 55.8%，其中出口 1395 亿元，同比增长
17.6%；民营企业进出口 1529.9 亿元，同比
增长 26.3%，占比为 38%，其中出口 1016.6亿
元，同比增长 32%，进口 513.3 亿元，同比增
长 16.3%。

主要出口进口商品均为机电产品。前
10 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 2205.2 亿元，同比
增长 1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87.5%，主要
包括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
件、太阳能电池、汽车（含底盘）、锂离子蓄
电池等，其他主要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纺
织纱线及制品等。同期，机电产品进口
937.5亿元，占全省进口总值的 62.1%。

前10月陕西进出口突破4000亿元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月 2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牙买加总督艾伦互致贺电，庆
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牙买加是英语加勒比地区最
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 50年来，中牙
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深
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谊日益加深。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牙守望相助、携手抗疫，为
两国友好合作注入新动力。我高度重视中牙关
系发展，愿同艾伦总督一道努力，以建交 50周
年为新起点，深化各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共同引领中牙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携手构建新时代中牙命运共同体。

艾伦表示，建交以来，牙中友好关系持续发
展，各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就，令人欢欣鼓舞。
牙方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国
战略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牙买加总理霍
尔尼斯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牙买加是中国
在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同牙方
共同努力，推动中牙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走深
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霍尔尼斯表示，牙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牙经
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支持，愿继续致
力于加强双方合作，确保牙中战略伙伴关系造
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牙买加总督艾伦
就中牙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互致贺电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全球疫情仍
处于流行态势，我国部分地区扩散蔓延加快、反
弹风险加大，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面
对疫情，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抗疫斗争的
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切实担负起防控责
任，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疫情防
控工作涉及方方面面，须臾不可松懈，谁也不能
掉链子。要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
思想，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主
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补短板、强弱项，不断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络。要增强大局意识，发扬真抓实干、主动作为
的工作作风，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落实好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疫情延宕反复，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
战，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就要在实践中不
断增强斗争本领，进一步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
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在
攻坚克难中体现责任担当。要舍得下“绣花功
夫”，善于“弹钢琴”，落实好进一步优化防控工
作的二十条措施，更科学、更规范、更快速地开

展防控，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提高防控效率，
把各项工作抓在细微处、落在实效中，最大程度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做好防控工作，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
要心系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深入基层、深入一
线，察实情、办实事、解难题，全力做好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服务保障。切实满足疫情处置期间群
众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看病就医等基本民生服
务，加大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力
度，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尽力维护正常生
产工作秩序。要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更好回应
和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做好群众思想引导和心
理疏导工作。要依法依规维护防疫秩序，坚决
杜绝简单粗暴、生硬冷漠，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周全一些，切实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正能量。

大事难事看担当，关键时刻显本色。面
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场大
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担当责任、尽锐出战，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打赢常态化疫情防
控攻坚战。 （新华社评论员）

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冬奥”盛会
带动“冰雪经济”，“女足”夺冠彰显巾帼风采，

“美丽中国”折射“非凡十年”，“二十大”擘画宏
伟蓝图……“汉语盘点 2022”启动仪式 21日在
京举行，将评选“年度字词”，通过字词勾勒年
度热点。

该活动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分为启动、票选和
发布三个阶段。活动期间，将陆续发布“年度十
大网络用语”“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新

词语”。12月 20日，“汉语盘点 2022”将揭晓“年
度字词”。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年度推荐字词，
推荐国内字“疫”“稳”“会”“航”“冬”“元”等、国
际字“乌”“奥”“疫”“乱”“逝”“冲”等，推荐国内
词“二十大”“冬奥”“空间站”等、国际词“俄乌
冲突”“能源危机”“卡塔尔世界杯”等。

活动已连续举办 17年，旨在用一个字、一
个词描述当年中国与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
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

“汉语盘点2022”活动启动将揭晓“年度字词”

入夜的多哈，流光溢彩。世界杯球迷广
场，人头攒动。

走进本届世界杯较大的一家官方特许商
品零售店，浓郁的足球氛围迎面扑来：巨大的
比赛用球模型、吉祥物露出甜美微笑，顾客们
纷纷拍照。

货架旁，球迷、游客、当地民众正在认真挑
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衣服、帽子、足球、包、围
巾、手环、水杯、徽章、挂摆件、吉祥物、文具……

细看商品标签，记者发现了不少“中国
制造”。

一位志愿者过来招呼我们，她叫余益莲，
中国人，就职于卡塔尔航空公司，世界杯期

间，小余被公司选派到特许商品零售店担任
志愿者。

余益莲说，自己在协助点货时，曾粗略做
过统计，店里约七成商品都产自中国，像卖
得最好的T恤衫、挂件、徽章等都有“中国制
造”的标记。

“看到这些来自祖国的商品受到世界各
地球迷的喜爱，我感觉特别自豪。”小余说。

时间倒回今年10月，记者曾到浙江义乌采
访，因为从那里出口卡塔尔的“中国造”商品，
会在一个月后亮相。

正所谓“世界杯周边看义乌”。主营足球
产品的吴晓明已经历了六届世界杯。他说，通
常一款足球的生产过程需要近10道工序，从下
料到剪裁印刷，再到由工人将球片缝纫成新球
进行充气检验，直至最终包装出厂。自己的工
厂有 60多名工人，还有专门的生产机器，每天

产能可达3000个，10万个足球只需1个多月就
能完成。

“这次世界杯，我差不多卖了 30万个。”吴
晓明笑意满满。

除了特许商品，在义乌，一些营造氛围的
产品，如彩绘笔、球衣、手摇旗等，今年都非常
畅销。

主营喇叭、加油棒的童桂娟说，从 2021年
11月接到第一个世界杯订单开始，本届世界杯
已带给她20%到40%的销量增长。

据义乌体育用品协会估算，从世界杯用
球，到球迷喇叭；从各代表队的球衣，到大力神
杯摆件、32强旗帜……“义乌制造”已经占到整
个世界杯周边商品市场份额的70%。

50 万个足球、200 万套球衣……世界杯
刚刚开幕，在多哈的消费者肯定还会买、买、
买…… （新华社多哈11月21日电）

聚焦卡塔尔世界杯

卡塔尔世界杯周边商品七成“义乌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