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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22日电（记者郑莉

朱欣）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经验

交流会今天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在京召

开。会议总结近年来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工作取得的成绩，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

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抓牢重点任务，汇聚共建合力，促进

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推动构建中国

特色和谐劳动关系行稳致远。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部长周祖翼在会上讲话。全

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谭天星主

持会议。

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

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全国工商联命名 350 家企业为

“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企业”，

命名 50个工业园区为“全国和谐劳动

关系创建示范工业园区”。

会议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事

关广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事关

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

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广泛深入开展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下转第3版）

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
350家企业、50个工业园区分别被命名为全国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企业和示范工业园区

新华社北京9月 22日电 在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北

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

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

部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增

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

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

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

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

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全国广

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

一层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新华社记者

9月 23日，秋分，我国将迎来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长城内外、大江

南北，稻浪随风起伏，玉米长势喜人，田

野上铺展着丰收的图景。

粮稳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

四川考察粮食生产时指出：“我们有信心、

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极

端天气频发等背景下，我国夏粮实现增产，

秋粮克服多重挑战，丰收有基础、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牢牢把住

粮食安全主动权，带领亿万人民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今年粮食问题备受关注。国际粮价

高位波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去年秋汛

造成我国三分之一的冬小麦晚播、长

势复杂。粮食压舱石能否稳得住，直

接关系经济基本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

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

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

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

进口、科技支撑。 （下转第 4版）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解放军报记者 费士廷 钱宗阳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穿梭过去与未来，铭记光荣与

梦想。

人民军队诞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路走来，改革创新步伐从

来没有停止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主席把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提出一

系列重大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重大

工作，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全军大刀阔斧推进

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开大合、蹄疾步稳，变革

重塑后的人民军队体制、结构、格局、面貌焕然一新。

2021 年深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充分肯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称

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

队改革”。

把握时代大势，作出改革强军战略决策

这是一场回避不了的时代大考，这是一次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这是一篇塑造未来的战略擘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长期制

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习主席审时

度势、总揽全局，果断作出改革强军的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来自于对国家安全的深切忧患——

2012 年冬，在广东深圳蛇口港，习主席乘坐军舰

出航。

在南海之滨，习主席作出论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

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

一百多年前，列强从海上入侵。一次次错失改革

机遇的近代中国，逐渐陷入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苦难

深渊。

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习主席深刻指出：“军事

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

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没有一支强大的

军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强国梦就难以真正实现。

这个决策，来自于对军事革命的深刻把握——

放眼寰宇，世界新军事革命风起云涌，世界主要强国的军队纷纷踏上变革转型

之路。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习主席激励全军：“新军事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千载

难逢的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奋发有为，不仅要赶上潮流、赶上时代，还要力争走

在时代前列。”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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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郝赫 郑莉）中国海员

建设工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 9月 22日在福建厦门闭幕。会议履

行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民主程序，选举产

生了中国海员建设工会第五届全国委员

会领导机构，选举李庆忠为主席，吴疆、

马正秋、徐一飞、陶建伟为副主席，50 名

同志为常务委员。

据悉，今后，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将

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工会工作等重点任务，扎实做

好各项工作。特别是全面推广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经验，以全国引领

性劳动和技能竞赛，（下转第2版）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全委会领导机构

本报讯（记者郝赫 郑莉）中国农林

水利气象工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 9月 22日在河南郑州闭幕。会

议履行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民主程序，选

举产生了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第五届

全国委员会领导机构，选举李忠运为主

席，姜晓捷、刘飞、丛慧敏、赵艳芳为副主

席，49位同志为常务委员。

据悉，今后 5年，农林水利气象各

级工会将在加强产业职工思想引领、

助推绿色发展、做实维权服务、深化

改革创新等方面持续用力。围绕传

承和弘扬塞罕坝精神、红旗渠精神等

产行业时代精神，（下转第 2 版）

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全委会领导机构

新华社记者 高敬 黄垚

“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

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

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

迈出重大步伐，中华大地正展现出天蓝

地绿水清的亮丽新景象。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

远眺山峦叠翠，近看碧波荡漾……

秋日的苍山洱海，让人流连忘返。洱海

是云南大理人的“母亲湖”，也曾因长期

污染导致湖水富营养化。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

边，仔细察看生态保护湿地，听取洱海保

护情况介绍，强调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

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经过系统治理，今年上半年，洱海水

体透明度达到近 10 年最好水平。“当洱

海在眼前一天天清澈起来，才理解保护

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大理古生村村民何

利成的客栈一度被关停进行整改提升，

恢复营业后迎来八方游客。

生态兴则文明兴。新的赶考之路

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道必答题。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美丽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远

景目标。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攻坚

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

攻坚战之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各部门通过

一系列切实举措，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下转第 3版）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秦永毅 张从喜 祝盼

“我们‘揽工汉子’终于有了一个能

遮风挡雨的‘新家’。”近日，在陕西省华

阴市零工市场，揽了 20多年零活的乔舍

娃看着宽敞、明亮的市场，倍感新鲜。

乔舍娃说的“新家”是由当地政府主

办、人社部门负责具体管理的华阴市零

工市场。

该零工市场位于华阴城区华岳大道

旁，有 120 多平方米的空间，可以让“揽

工汉子”在里面休息待工、求职应聘。“新

家”里有座椅、空调、饮水机、电视、象棋

扑克、常用药品等，还有技能培训、劳动

维权和就业保障等服务。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全市最全、最新的用工信息，是专

门为打零工的“揽工汉子”量身打造的公

益性综合服务场所，不收任何费用，在全

省尚属首家。

看着眼前体面的“新家”，乔舍娃不

由得回忆起之前在马路边揽活的场景。

之前，每天早晨四五点钟，乔舍娃和七八

十个“揽工汉子”就开始站在马路边等

活。夏天，热得四处寻找树荫；冬天，冻

得挤在一起取暖；雨天，蜷缩在公厕躲

避；大风天，脸被吹得生疼。有雇主来说

需要用工，一大帮人便往前围、往上冲。

由于用工信息不畅通，加上天气原因，他

们常常两三天等不到活。

“要做好马路‘零工族’的服务和管

理工作，需要有一个专门、专职、专业的

机构，来改变‘零工族’的谋生环境，给他

们一个温暖的‘家’。”当地政府相关部门

多次调研后得出结论。调研后，当地政

府投资 40 万元，建成了这个零工市场，

力争让揽工汉子们“进城有落脚、洽谈有

服务、打工有保障”。

从零工市场建成至 9 月 8 日，70 多

名“揽工汉子”告别风吹日晒雨淋的马

路揽工生活，全部搬进“新家”。这里按

照需求划分，涵盖瓦工、搬运工、水暖工、

电工、汽修工以及家政、护工等工种。

他们一改“守株待兔”式的揽工生活，

找活实现了“点对点”对接，打工效率

明显提高。

9月 13日，乔舍娃睡到自然醒，上午

9 点才到达零工市场。刚一进门，他就

接到了一单给一处待装修新房砸墙的工

作。不到两个小时，乔舍娃完成了任务，

挣了 200元。拿到 200元工钱后，乔舍娃

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个市场里，和他

一样幸运的“揽工汉子”还有很多。3 天

前，孙小平通过零工市场介绍，去了一家

售楼部当保安，每月工资 3500元。

从第一个雇主家出来后，乔舍娃又

回到了零工市场。这里从早上 7点到下

午 6 点开放，节假日正常服务不关门。

在洗漱间洗净脸上和手上的灰尘，乔舍

娃给自己烫了一杯酽茶，一边慢慢地喝

着，一边等着下一份活的开工时间。市

场工作人员已经为他约好了第二单工

作，下午 2点给一家店铺卸货，现在是中

午，他可以好好午休一会儿。

“在这里能休息，有水喝，跟宾馆一

样，关键是能挣到钱。给店铺卸完货，就

可以回家了。下午 4 点到家，正好可以

接孙子、做饭。”乔舍娃满脸幸福地说。

马路边的“揽工汉子”有了温暖“新家”
——陕西省华阴市零工市场见闻

陕西汉中市洋县戚氏街道八腊庙村
村民在收获水稻（9月10日摄，无人机照
片）。近年来，汉中市大力推进“水稻增
产扩能提质示范工程”，水稻种植面积常
年稳定在120万亩以上。

近年来，陕西省汉中市坚持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守护汉江一泓清
水，绘就一幅绿色循环发展的生态蓝图。

汉中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
水源地和水源涵养生态建设区。立足
自身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基础清洁等特
点，汉中市在农业领域建立循环产业链
条，实现企业间、产业间、园区间的循环，
组织村民种植木耳、香菇、中草药等经济
作物。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守护汉江清泉
绘就生态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