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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丽丽）笔者从全
省中小企业成长梯队专项服务活
动推进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以
省级中小企业成长梯队和县域行
业龙头企业、“四上”企业、创新型
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举办创新
转型、人才素质提升、电子商务应
用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招聘、管理
创新咨询、“互联网+应用”六大专
项服务活动 86场，直接服务中小
企业 4000家左右，促进企业转型
升级，实现追赶超越发展。

据了解，六大专项服务活动
由省中小企业促进局主办，中小
企业可免费参与现场咨询服务。
一是创新转型服务。由省中小企
业专家顾问团联合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西
北大学等大专
院校和科研院

所，为企业提供规划引导、技术创
新、设计研发、品牌策划、融资财
税、市场开拓、法律维权等服务。

二是人才素质提升服务。全
省安排现场集中咨询服务活动 5
场（次），对接服务企业 200家；开
展现代管理知识在线培训，培训
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500人。

三是电子商务应用培训服
务。省中小企业促进局将举办全
省中小企业跨境电商应用实务培
训班，免费进行跨境电商知识和
操作实务培训，促进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跨境电商贸易，直接服务
企业300家。

四是人力资源管理招聘服
务。在西安举办“千企万人”大型

人才招聘会，在咸阳举办中小企
业人才专场招聘会。同时，在部
分县（市、区）举办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提升活动，为企业免费
提供人才管理咨询、薪酬体系设
计、组织结构优化、培训规划等，
直接服务企业500家。

五是管理创新咨询服务。全
省举办现场集中咨询服务活动 5
场（次），为300家企业提供集中咨
询和“一对一”服务，提供转型升
级、管理创新、营销突破等三个方
面的咨询服务。

六是“互联网+应用”服务。
全省举办现场集中咨询服务活动
60 场（次），服务企业 3000 家左
右，以各县（市、区）的主要行业、
特色产业、同类产品企业为重点
服务对象，全面推进“互联网+智
能制造”“互联网+生产管理”“互
联网+销售商贸”等在中小企业的
深化应用。

3 月 31 日，村民肖彩在勉县政力
制衣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
（上图）。该公司是苏陕扶贫协作和经
济合作项目，拥有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15条，吸纳当地500多名群众就业。

近年来，勉县通过积极利用苏陕
协作项目，鼓励外出务工、返乡创业并
重等措施，助推就业扶贫。目前，建设
社区扶贫工厂（车间）已成为勉县就业
扶贫的主要措施，让当地群众实现在
家门口灵活就业。 陶明 摄

建社区扶贫工厂建社区扶贫工厂 让群众灵活就业让群众灵活就业

俯瞰勉县新街子镇立集社区俯瞰勉县新街子镇立集社区（（无人机拍摄无人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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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张环境保护税税票在上海开出
■我国航天员全面开展空间站任务训练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进入试运行
■全省加大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力度
■我省乡村旅游发展指数居全国第二位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3月25日，一场关于“奋斗”主题的党建
沙龙在陕建机施集团七公司火热进行。新
颖的形式，让这个周日的党支部会议瞬间

“燃”了起来。
一眼看去，参会者多半是公司骨干，以

80后、90后为主。他们都是专程从各项目
工地赶回来“开会”的。

“七公司是一支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
的‘小虎队’，去年他们‘摘金夺银’拿下了多
项工程大奖。在集团二十多个分公司里，营
收、利润增幅排名第一，精神文明建设排名
第一，实现了‘大满贯’”。陕建机施集团团
委书记高攀飞介绍说，从荣获集团先进单位
到荣获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创新先进
集体，再到各项经济指标连续三年30%以上
的增幅，这支“小虎队”一路“奋斗”不息。

“今天这个会，就是给年轻人鼓劲，为他
们赋能、打 call。目前，咸阳奥体中心、汉江
大剧院、三星二期钢构厂房等高精尖项目正
是吃劲的关键时期。”七公司党支部书记王
政介绍说。

其实，能不能啃下这些硬骨头，在座的
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对于今年工作该怎
么干？这堂党课该怎么上？王政是这么考
虑的：“过去上党课，都是我一个人讲，今天
要见缝插针，把话筒交给台下的年轻人，让
大家畅所欲言，联系实际谈学习、谈感受，在交流中碰
撞出火花。我再通过穿针引线，让大家明确责任，做
到在工作中人人心里有本明白账。”

在这一堂方向明的党课中，年轻人不时发表自己
的看法。

市场开发部部长杨石彬说，奋斗最重要的是方
向，个人、企业要踏准时代节拍、踩上鼓点，不能“跑
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克服一切困难把三星二期项
目做好，打开钢构电子厂房的市场。

“对现场施工方法要不断思考、揣摩。”从门外汉
到安康汉江大剧院钢结构工程项目总工，80后的刘博
东分享了他的成长秘诀，“当别人还在摸石头过河，我
们已到了河对岸，从信息化到BIM技术，我们已吃过
好几回‘螃蟹’了。”去年，他们参编了陕西省建筑信息
模型应用省级标准，还荣获 4项全国、陕西省BIM大
赛的奖项。

关于奋斗，三星项目安全部部长姚斌谈起了他的
“小九九”：“奋斗往大的说是为国家、企业发展，往小
的说是为家庭和个人幸福而努力，去年的项目模拟股
份制让我有了满满的获得感。”

项目品质部樊国兴坦言，作为一名质量员，要
有工匠精神，在施工中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思
想之灯越拨越亮，敞亮的交流解开了大家的心结。

时间在流逝，王政看了下手机——12时 30分，已
“拖堂”半小时。在他的总结中，大家以“中国很赞”的
手指舞为这次党课划上了完美句号。 本报记者 杨涛

本报讯（梁爱平）西安市政府近日出台一项规划
管理意见，明城墙以内严格按照规划的居住用地建设
住宅，不再新增居住用地。

根据新印发的《西安市进一步加强重点历史文化
区域管控疏解人口降低密度的规划管理意见》，西安
市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管控范围划分明清历史文化区、
隋唐历史文化区。

意见规定，明城墙以内严格按照规划的居住用地
建设住宅，不再新增居住用地；商业（商务）、旅游、娱
乐用地不得变更、兼容居住用地。占地规模小于7000
平方米的建设项目不得单独建设。占地规模小于
7000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只拆不建。由市政府主导的
古城保护国有平台机构进行拆迁改造，优先用于公园
绿地、市民健身广场、社会停车场（地下）的建设。

意见还明确了隋唐历史文化区的建设用地规
定：占地规模小于 10000平方米的建设项目不得单
独建设。占地规模小于 10000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只
拆不建。由市政府主导的古城保护国有平台机构
进行拆迁改造，优先用于公园绿地、市民健身广场、
社会停车场（地下）的建设。区域内的商业用地建
筑密度不得大于 40%，容积率不得大于 3.0，绿地率
不得小于 25%。

西安明城墙以内不再新增居住用地

我省六大专项服务促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2018年3月17日，中国北京，
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当家作主、
议决国是的最高殿堂，掌声雷动，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900
多名代表肩负着 13 亿多人民的
重托，庄严投下神圣一票，表决通
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3月
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甫一公布，即刻成为全
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的热点，网
上网下好评如潮、点赞无数。

生机勃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事业。“问
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在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当
代中国打响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的改革攻坚战，夯基固坝、疏渠引
流，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创造性，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
人民对伟大梦想的追求、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注入强劲动力，释放
源头活水。

（一）

上善若水。奔流不息的黄浦

江，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中国
共产党从这里启航。正是高扬
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的理想风帆，“唤起工农千百
万，同心干”，28 年浴血奋战，28
年岁月峥嵘，推翻了压在人民
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终
结了亿万劳苦大众受压迫、被
剥削的旧制度。正是凭着为人
民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
新世界的豪情壮志，领导人民
进行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
大创造，古老的华夏大地诞生
了新的国体——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
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有了新的
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
会……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
主的历史新纪元。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
风 雷 磅 礴 。”在 这 片 崭 新 的 天
地，亿万中国人因为能够成为
这片大地的主人而扬眉吐气，
能够为自己的家园劳作而意气

风发。一穷二白何所惧，战天
斗地写春秋。无数劳动者挥洒
着汗水，也燃烧着激情，无数建
设 者 不 惧 任 何 困 难 而 拼 搏 向
前。孟泰、王国藩、王进喜、赵
梦桃、邓稼先……一串串响亮
的名字，闪耀的是一代人的豪
情。一汽、北大荒、大庆、红旗
渠、两弹一星……一个个光辉
的坐标，凝结的是一代人的奋
斗。前所未有的优越制度释放
出前所未有的惊天伟力，曾经
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换了人
间，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
尽展新颜。

制度唯坚持发展，方彰其生
命；探索唯艰难困苦，方玉汝其
成。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完善都
不是一蹴而就的。新生的社会主
义中国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坚定
前行，有创造的收获，有开拓的艰
辛，但始终不渝的是——让人民
在追求美好生活中真正成为社会
进步的主体力量。

1978 年 冬 天 ，华 夏 神 州 春
雷 滚 动 。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果断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
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
略抉择。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让
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让人民生活
小康，打破思想禁锢，破除不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制
机制藩篱，开启了新的革命伟大
征程。改革也是革命，是决定中
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为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大刀阔斧调整生产
关系，完善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
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改革
发展，同向发力、相得益彰。

30 多年间，民主集中制更加
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断规
范，国家公务员制度、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的制度机制……一个个利于长
远的制度，一项项匡正固本的举
措，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了
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
色，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有效维
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更
加完善。30 多年间，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步步深入，从解决机构
臃肿到转变职能，从理顺关系到
提高效率，机构职能体系实现了
从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党和国
家活力大大激发，全社会活力不
断释放。

在春水绿如蓝的季节里，每
一个中国人的勤劳和奋斗，如涓
涓细流，鲜活、欢跃而顽强，汇聚
成奔腾向前、气势宏大的历史之
河、时代潮流。

（二）

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走进
21世纪第二个十年。

看中国，2014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庆祝大会上庄严宣示，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
举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铿锵有力，坚
定豪迈。 （下转二版）

为有源头活水来
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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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 财政
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国
有金融企业严格落实预算
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除购买地方政府债券
外，不得直接或通过地方
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间接渠
道，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
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不
得违规新增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公司贷款。

通知指出，金融企业是
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当前，金融企业
运营总体平稳良好，但在
服务地方发展、支持地方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建设中仍然存在过于依靠
政府信用背书，捆绑地方
政府、捆绑国有企业、堆积
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加
剧了财政金融风险隐患。

通知要求，在资本金
审查上，国有金融企业向
参与地方建设的国有企业
或 PPP 项目提供融资，应
按照“穿透原则”加强资本
金审查，确保融资主体的
资本金来源合法合规，融
资项目满足规定的资本金
比例要求。对以“名股实
债”、股东借款、借贷资金
等债务性资金和以公益性

资产、储备土地等方式违
规出资或出资不实的情
况，国有金融企业不得向
其提供融资。

对存在地方政府违法
违规举债担保、变相举债
等问题的存量项目，开发
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国
有金融企业应积极主动配
合有关方面，依法依规开
展整改，在有效保障各方
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稳妥
有序化解存量债务风险。
在配合整改的同时，国有
金融企业不得盲目抽贷、
压贷和停贷，防范存量债
务资金链断裂风险。

财政部金融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规范金融企业
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
融资行为，主要目的是与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政策
形成合力，对国有金融企
业参与地方建设融资过
程中确实存在的乱象和
不规范行为加强监管，及
时纾解和纠偏，有效防范
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同时注意把控政策
力度，既要避免对国有金
融企业正常运营造成过
大冲击，又要防范存量债
务资金链断裂，形成“处置
风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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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彬长发电公司举
办了“同庆生 共筑梦”职工集体

生日会。20名“寿星”欢聚一堂，
共享这一美好时刻。 白雷雷 摄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昨日，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从 2018年
至 2020年，我省将全面实施全民
参保计划，通过推进参保扩面、优
化基本管理服务、完善相关制度
政策等工作，基本实现社会保险
全覆盖。

据了解，全民参保登记的对
象是我省户籍人员和在本地常住
的非本地户籍人员。重点调查
登记以下三类人员：个人信息不

全、不准的；本地区户籍人员中
属于法定应参保而尚未参保的；
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中未参保
人员。全民参保登记的主要内
容将涉及基本信息，包括姓名、
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居住地
址、联系方式等，还包括参保信
息（包括现已参加险种、参保状
态、异地参保、未参保原因等）以
及就业信息（包括就业状态、工作
单位、个人身份等）。

陕西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