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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明确保险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有关事项

■三部门：对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实施年度监测评价

■1至10月我国完成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4665亿元

■今年前十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等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国家能源局：截至 10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 25 亿千瓦

■我国用于载人登月的新一代载人火箭将于2030年前完成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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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生梅路生梅（（主席台左二主席台左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路生梅，女，汉族，194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主任医师，佳县人
民医院原副院长、儿科主任，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诚信之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好人、陕西省先进工作者、三秦楷模。

“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的培养，感谢
榆林人民对我的信任。”这是陕西劳模党
代表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成员、佳县人民医
院原副院长路生梅离京返榆下车时说的
第一句话。

长途跋涉乘车后，已近耄耋之年的路

生梅没来得及休息，就迫不及待地问起她
何时可以返回工作岗位，何时可以安排为
基层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等事项。
神色间虽有疲态，但更多的是，想在第一
时间把自己参加党的二十大的真实感受
分享给榆林的每一个人，让大家更直观、

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
这样的急切，源于路生梅在人民大会堂

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时油然而生的共鸣和
自豪，源于路生梅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后对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更深刻的理解……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作报告，让我

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备受鼓舞。能够参加
党的二十大，我倍感荣耀自豪，也深感使命
神圣，激发了我为佳县人民继续服务的激
情和斗志。”11月 17日一大早，路生梅走进
佳县公安局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这样的话，路生梅在不同的宣讲会上说
了十几遍。每一次，她都饱含深情、语气坚
定。她认为，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是一份
荣誉、一份责任。只要大家需要，自己就会
当好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粒种子，一如
既往在义诊、宣讲和做公益上下功夫，做好
人民公仆，踏踏实实为党贡献、为民服务。

作为省先进工作者，路生梅参加过的
宣讲活动不在少数，但她还是不断思考，如
何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好。每一场宣讲
会上，她都会用质朴的语言谈感受、话重
点、讲感悟，并对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点内容
进行全面、透彻、翔实的阐释，帮助大家更
好地学习领悟大会精神。

向公安民警、辅警宣讲时，路生梅重点
宣讲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部分。她鼓励佳县全体公安民警、辅
警在新征程上认真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守护
好和谐稳定有序的治安环境。

向医护工作者宣讲时，路生梅结合佳
县实际和工作经历，对“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部分进行全面、细致解读。“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
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她说，“这是努力的
方向，我们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

给道德模范和好人宣讲，给金融工作者
宣讲……在十三场宣讲中，或谈感受，或话
重点，路生梅努力用一场场实践，实现着自
己当下的重任——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宣传员、报告员和讲解员。

听了路生梅的宣讲，佳县人民医院护
士魏雄美说：“路医生是我们的前辈，也是
我们的领路人。作为一名基层医护工作者，
我将以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始终秉承‘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不断提高护理服务水平
和护理质量，做好医疗卫生服务、疾病预防
知识宣传等工作，用心用情当好服务人民
群众的健康卫士。”

受疫情影响，她目前的宣讲主要集中在
佳县。新的一场宣讲在佳县环保局展开……

站在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她表示要充
分发挥模范作用，大力助推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继续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以身许党，
为党尽责。继续想病人所想、忧病人所忧、
解病人所难，履行好我‘为佳县人民奋斗终
生’的承诺！”路生梅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当好二十大精神的宣传员路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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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孙海涛）员工不过170人，占地不
过 20亩，却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
机轴生产企业。日前，笔者在位于宝鸡市陈
仓区的陕西北方风力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了
解到，这家公司参与制造的风电产品，出口
全球 152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产值超过
1.7亿元。

在北方风电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戴
着护目镜，在精密机床上认真加工着一根根
风电机轴。一名工人告诉笔者，他正在加工
的这根风电机轴，长度达到 2.277米，直径最
细处为 120毫米，按照要求，这根风电机轴的
加工偏差不能超过 0.003毫米，也就是说，不
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六分之一”。

超高的加工精密度，成就了北方风电公
司的品牌。该公司董事长王吉庆说：“现在
公司产品已经高度专业化，风电机轴已经
达到 8 个品类 20 余种规格，实现了风电机
轴生产全领域覆盖。”目前公司拥有发明专
利 2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8项，是国家认可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工信部认可的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据悉，目前该公司与世界风电领域龙头

企业丹麦维斯塔斯风能技术公司、比利时采
埃孚风电技术公司、德国西门子等国际知名
制造公司紧密合作，产品出口全球 152个国
家和地区。2021 年，该公司产值为 1.67 亿
元，而今年预计将超过 1.7亿元。

陕西北方风电公司与国际知名制造公司合作

产品出口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月21日，记

者从榆林市总工会获悉，由榆林市总等
单位组成的市疫情防控关心关爱组采
取务实、贴心举措，持续多点发力，为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战提供坚强保障。

据记者了解，榆林市疫情防控关心关
爱组已将区政府配套资金 2150万元全部
下发各乡镇、办事处，将筹集的 890万元
爱心物资全部下发到位。另外，作为关心
关爱小组成员单位，榆林市总工会下拨
120万元，区总工会配套 500万元用于疫
情防控关心关爱工作。

此外，榆林疫情防控关心关爱工作
从志愿服务、开展疏导、爱心小分队送
温情、走访慰问鼓干劲、解决急难愁盼
等方面持续发力。

截至目前，关心关爱组已招募储备志
愿者 7145人，全部调配各乡镇街道，累计

下沉 3260人次，并为每位下沉志愿者落
实每月 120元的专项疫情保险；择优集结
储备18名心理医生，已安排7名心理医生
赴一线疏导群众、防疫人员情绪，维护疫
情防控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由5支爱心小
分队分别于每日零时前往各值守点位，送
去热粥、羊肉丁丁饭、包子等，让一线工作
人员感受到关心关爱；实地走访慰问城区
各交通卡口、隔离酒店、核酸采集点等，送
去价值 80余万元慰问物资，同时对各点
位存在困难及时进行协调解决。

与此同时，关心关爱组同市民热线
组和区联防联控办等建立联动机制，
及时收集梳理各片区群众诉求，解决
外来人员的吃住行、滞留人员返回等
问题，并协调解决交通卡口帐篷 53顶、
取暖设备 47件，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571件。

榆林疫情防控关心关爱工作多点发力
890万元物资已下发到位 解决群众难事57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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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趋势
政策“组合拳”怎样加力

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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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各国分赛
场上，中国选手的优异表现持续引发热
议。“青年鲁班”邵茹鹏用机械加手工的方
式将木料连接处的缝隙控制在0.2毫米之
内，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选手马宏达以一
手“刮腻子”绝活，实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
上金牌“零的突破”……

“刮腻子”“打家具”就没有成就感
吗？这些青年给出了否定回答。在北京
冬奥会场馆建设期间，正是技术过硬、手
艺精湛的建筑工人用精湛的抹灰、砌墙技
艺，把“黑科技”设计图纸一寸一寸变成了
美轮美奂的场馆、赛道。正是在那些看起
来不起眼的焊接、锻造等岗位上，工人们
凭着千锤百炼的精工细作和反复磨炼的

“肌肉记忆”，成就了一件件大国重器。当
下，虽然学历仍是不少求职者的能力标
签，但技能也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硬通
货”，无数劳动者凭借一技之长过上了安
居乐业的生活。

当前，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正处于大规
模培养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黄
金时代。针对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遇到的痛点难点，
国家推出了不少新举措、硬要求。其中，针对技能人
才关心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关政策已提出完善技能要
素参与分配制度，要求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基于岗位价
值、能力素质和业绩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
尤其要求国有企业在工资分配上发挥向技能人才倾
斜的示范作用。有些民营企业还为作出贡献的高技
能人才实行超额利润分享计划，可视为劳动者按技
能、业绩参与分配的具体实践。 （敖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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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遭受地震灾
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印尼遭受地震灾
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
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
的慰问。相信在佐科总统和印尼政府领
导下，灾区民众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
建家园。

习近平就印尼遭受地震灾害
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本报讯（贾莹）11月 22 日，省国防工会召开会
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

“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们的回信等精神，并对省国
防工会系统学习贯彻工作作出部署。省总工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出席并讲话。

吴志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给“罗阳青年突击
队”队员的回信，是对各行各业青年职工和国防军
工系统职工的关心和勉励。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实质，并与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要广泛宣传优秀科
技工作者和一线产业工人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承航空
报国精神。要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深化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保障职工民主权利，履行维
权服务基本职责，做好双节“送温暖”工作，激发广
大职工团结奋斗的力量。

省国防工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回信精神 激发团结奋斗力量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1月 22日下午，
全国总工会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化县级工会改革创新”专题调研视频座谈
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全总机关纪检监察
组组长、全总党组成员李金英出席会议，面向
省市县三级工会干部职工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并就西安市碑林区总工会、咸阳市泾阳县
总工会改革创新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会上，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军汇报我省深化县级工会改革创新情况，
西安市碑林区、咸阳市泾阳县总工会主要负

责同志进行发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全总
机关纪检监察组和全总组织部有关同志以提
问的方式了解我省县级工会建设及工会工作
开展情况。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永
乐，西安市、咸阳市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省
总工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金英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是各级工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五个牢牢把
握”的要求，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要找准工会工作与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
点、切入点，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工
会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认真落实“县级工会
加强年”专项工作的安排和要求，按照“政治
引领强、组织功能强、服务阵地强、制度机制
强、作用发挥强”目标，及时对口联系，加强调
查研究，主动担当作为，发挥特色优势，解决
突出问题，推动县级工会建设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省总工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抓牢工会宣传教育职能，教育引导广大
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人、财、物下沉，支

持街道（乡镇）工会组织建设、新会员发展和
职工活动阵地建设，夯实工会基层基础，全省
已建工会组织 17.4 万家、发展会员 877 万
名。着力推进市县工人文化宫建设，全省 11
个市区建设或改造 105家工人文化宫，覆盖
96个县（区）。推动配齐配强市县工会领导班
子，全省 107个县（区）工会主席实现同级副
职配备。同时，按照“政治引领强、组织功能
强、服务阵地强、制度机制强、作用发挥强”目
标要求，开展示范县级工会创建活动，树立典
型，示范带动，努力实现县级工会“五强”目标。

全总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化县级工会改革创新”专题调研视频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