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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初心不改，这是
一部浩气荡然的历史华章；

使命惟艰，奋斗不息，这是
一篇激励人心的红色史诗。

80年前，在延安“两孔土窑
洞”里创刊之时，边区群众报还
只是一份“石印的四开”报纸。
80年后，走进“数与网”的全媒体
时代，陕西日报已经拥有5种报
纸、2种刊物、9家网站、100多个
移动互联网媒体，新媒体覆盖用
户超过1000万。特别在抗疫期
间，融合传播矩阵加速释放一体
效能，优质融媒体产品以千万、
亿级点击量秒入寻常百姓家。

无论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
月，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还
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时期，陕西
日报都秉持宣传党的主张、反映
群众呼声的办报宗旨，向群众学
习、为群众服务、为群众讴歌，铸
就了一部神圣而又光荣的群众新
闻史。而今，“360度全方位”开门
办报使优良传统绽放新的光辉，
以“十八般武艺”为人民抒写的全
媒体行动焕发新的风采……

“希望陕西日报弘扬延安精
神、紧跟时代步伐……”习近平
总书记对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
作出重要指示，必将永载陕西日
报史册之中，必将铭刻在陕西追
赶超越的征程之上！这一重要
指示意义深远，贯穿着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
着对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深
刻把握，为全省乃至全国新闻舆
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诞生于圣地延安！延
安，是陕西日报的根；延安精神，
是陕报人的魂。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99周年之际，回望陕报80
年走过的一串串坚实足迹，从边
区群众报、群众日报到陕西日
报，无不见证着中华民族自力更
生的苦难与辉煌；翻开一沓沓泛
黄的报纸，那一段段鲜活的文
字、一曲曲动人的故事，无不见
证着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鱼水深情。

我们，阔步走在新时代！“一
张报纸，上连党心，下接民心。”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这是一个政党始终不渝的初心，
是党报弥足珍贵的信念。今天，
无论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全媒
体时代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当岁月更迭、场景更换、
队伍更新，“拥有光荣历史的党
报”如何做到矢志不渝，始终秉
持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
声的办报宗旨？如何做到居安
思危，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
量”变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最大增量”？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

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

懈怠者、畏难者。穿越历史烟
波，走过80载春秋，恰是风华正
茂时！我们唯有牢记谆谆嘱托，
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
重要指示精神引向深入，以一
次新的动员、新的整队、新的升
华，擦亮初心、勇担使命，守正
创新、融合发展，扎实走好全媒
体时代的群众路线，不断提升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为宣传阐释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为组织群众、宣传
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让我们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
把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
声的办报宗旨发扬光大。坚定
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把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
务，广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及时宣传中央重大工作
部署，深入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
重大分析判断，把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
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
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
来，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
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让我
们时刻紧跟时代步伐，以自我革

命的勇气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把
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在信息生产领域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
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产生“化
学反应”，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
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
传播制高点，不断扩大主流价值
影响力版图。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
潮流，浩浩荡荡。

延安精神，血脉基因；人民
至上，始终不渝。

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
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
要开辟明天的道路，因为“黄金
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
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更好肩负起新闻舆论
工作的职责使命，扎实走好全媒
体时代的群众路线，激荡起续写
荣光与辉煌的时代洪流！

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紧跟
时代步伐，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
追赶超越新篇章，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去获取熔
岩一般运行奔腾的人民力量！

为庆祝建党99周年，6月29
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不
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再出
发”——省直机关庆“七一”、共
奋斗、做奉献故事分享会。

来自咸阳纺织集团赵梦桃
小组、西安海关、陕西日报社（三
秦都市报）、省总工会、省公安
厅、省人民医院的6位基层一线

党员代表，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岗位
职责和工作经历，分别从支援湖
北抗疫、脱贫攻坚、复工复产、志
愿服务、口岸防疫等方面，深情
讲述了一个个砥砺初心、践行使
命的感人故事，赢得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文/图 本报记者代泽均

6位基层一线党员代表
分享奉献故事

6月29日，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苏陕扶贫协
作近年工作成效及2020年工作
进展情况。江苏、陕西两省扶贫
协作已历时 24年，在江苏省的
大力支持下，苏陕扶贫协作不断
拓展深化，苏陕扶贫协作协议和
合作项目持续落地见效，协作成
果更加有效地惠及了陕西省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成绩单”见
证了苏陕两省“好兄弟”“好战
友”“好伙伴”的协作情谊。

2020年苏陕扶贫协作
支持项目1234个

“苏陕两省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高度重视苏陕扶贫协作
工作，总体工作高位推进，扶贫
协作项目有效实施，帮扶资金规
模不断加大”。陕西省发改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挂职），江苏省

发改委副主任，江苏省对口帮扶
陕西省工作队领队杭海介绍说，
2016-2019年，江苏省各级累计
投入财政援陕资金 46亿多元，
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省级苏陕扶贫协作资金达到
25.312亿元，县均为4520万元，
同比增加21.3%。

他说，近年来，苏陕扶贫协作
资金使用成效逐步显现，2016-
2019年，支持扶贫项目 3400余
个，累计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7.6万。2020年，共支持项目
1234个，总投资111.27亿元，预
计带动贫困人口25.9万人。

487家江苏企业来陕
落地投资额105亿元

“产业合作成效显著，积极
引导江苏企业来陕投资兴业，推
动各级出台土地、税收、金融等

优惠政策。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以来，累计支持和吸引487家
江苏企业来陕投资参与扶贫，落
地投资额105亿元。”杭海说，两
省推动共建富丹产业园、西乡国
动产业园等 10家苏陕产业园
区，引进项目39个，总投资71.5
亿元，累计到位资金 32.2亿元，
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帮扶建档立
卡贫困户1937户5645人。

消费扶贫深入开展，陕西苹
果、猕猴桃、秦川牛肉、柞水木耳、
勉县小龙虾等特色农产品加快走
向长三角。2020年，苏陕扶贫协
作资金投入4000余万元用于消
费扶贫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销
售贫困地区农产品1.9亿元。

2.36亿元+1.9亿元
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消费扶贫是产业扶贫的

延续，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
是帮助贫困群众增加收入的直
接手段。”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
室社会扶贫工作协调中心副主
任余毅介绍，去年，江苏省各界
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和产业扶
贫，通过各种渠道直接购买和
帮助销售陕西贫困地区农产
品 2.36亿元，帮助我省贫困地
区建设特色产业，帮助建立西
瓜、草莓、龙虾、大闸蟹、蛋鸽
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生产基
地，打造出柞水木耳、洛南“辣
上天”、富平圣唐乳业、淳化

“爸爸的苹果”、安康毛绒玩具
等一批特色品牌。今年以来，
江苏省共直接购买和帮助销售
陕西特色产品1.9亿元，对我省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产生了巨大
的推动力。

本报记者 张维

本报讯（记者张维）6月28日，
省防总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及相关单位切实做
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陕南、关
中4次出现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汉
江、渭河3条支流4次出现超警戒洪
水，部分县（区）发生山洪、内涝灾害，
暴雨区相关县、镇、村及时组织受灾
群众撤离转移避险，确保了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全省即将进
入主汛期的暴雨洪水高发期，防汛
抗洪救灾形势复杂严峻。

通知要求各市（区）防指、各相
关部门，严格落实防汛抗洪救灾各
项责任制；切实加强中小水库、中小
河流堤防、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全面排查；切实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和信息共享；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
信息报送制度。

本报讯（余传杰记者文晨）日
前，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印发《陕西
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创新管理办
法》《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创
新项目管理规定》《陕西测绘地理
信息局科技成果转化管理规定（暂
行）》《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创
新平台管理规定（试行）》《陕西测
绘地理信息局科研诚信管理规定
（试行）》《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科
技交流管理规定》等6项科技制度，
引导、鼓励、规范科技创新活动的广
泛开展，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提升
科技实力。

办法规定，陕西测绘地理信息
局每两年开展一次科技创新评优
评先活动，对科技创新先进个人和
优秀团队进行表彰奖励。按照国
家、部省相关政策直接将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奖励成果完成人和对成
果转化作出贡献的人员外，对获得
重要的科技奖项进行现金奖励，最
高可获得50万元。鼓励各单位对
在生产中提升效能、发挥作用的成
果完成人和团队进行奖励激励。

陕西测绘局6项制度
提升科技实力

本报讯（记者 张维）6月29日，
西安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西安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为92359元，与2018
年相比，增加了8538元，同比名义
增长10.2%，增幅比2018年回落1.2
个百分点。其中，在岗职工(含劳务
派遣)年平均工资96867元，同比名
义增长11.2%,增幅回落0.8个百分
点。扣除物价因素，2019年西安市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实际增长7.3%。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
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167240元），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118277 元），金融业
（114753元），分别为西安市平均水
平的1.81倍、1.28倍和1.24倍。年
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2097
元）,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9967元），住宿和餐饮业（46523
元），分别为西安市平均水平的
67%、65%和50%。最高与最低行业
平均工资之比为3.59：1，与2018年
的3.49：1相比，差距基本持平。

弘扬延安精神紧跟时代步伐

今年苏陕扶贫协作支持项目1234个

省防总要求切实做好
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去年西安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均工资923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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