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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下午，工人在西安北客站至咸阳国际机场城
际铁路项目渭河特大桥兰池大道段施工。

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路是我省“十三五”规划建设的
首条城际铁路，目前路基工程主线已贯通。

由中铁十七局二公司承建的渭河特大桥全长 4252
米，是机场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大桥跨越渭河及两侧河堤
路、兰池大道和机场高速公路，预计4月25日合龙。

据了解，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路将于今年年底开始
分期试运营。届时，从西安北客站到机场运行时间将缩
短至27分钟以内，实现两大交通枢纽无缝对接，方便旅客

“一站式”出行。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机场线渭河特大桥即将合龙

本报讯（记者 鲜康）4月 10
日 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
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预计发送旅
客将首次超过 1亿人次，其中动
车组列车旅客发送量将突破5000
万人次，较去年增长54%。

调图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将开行旅客列车 345
对，其中长途列车 287对，省内列
车 58对，运力配置进一步优化。
西安北站满图开行旅客列车
206.5对，日常运行177对，高峰线
22对，周末线 7.5对，日均发送旅
客将保持在13万人次左右。

调图后，西成高铁增开动车

组列车 2对，分别为郑州东至成
都东、郑州东至重庆西各 1 对。
西成高铁日开行图定动车组旅客
列车总数达到 67对，客流高峰期
还将增加 1对高峰线动车组，从
早 7时到晚 20时，平均 12分钟就
有一趟动车组列车从西安开往汉
中、成都方向。

陕西铁路今年发送旅客将突破一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为配合帮助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学习了解 2018年全国两会精神，《2018全
国两会记者会实录》《直通两会 2018》《图解 2018全
国两会》等两会系列视频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018全国两会记者会实录》
等 两 会 系 列 视 频 书 出 版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 叶
昊鸣）4月 4日，国务院第 3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
性收费的政策措施，清理规范的范
围涉及基本养老保险。目前我国社
保基金结余状况如何？继续阶段性
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费
率，是否会对社保基金运行及参保
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标准造成影
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游钧在 9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进行了回应。

据游钧介绍，2017年社保基金征
缴收入增幅为 17％，是近 5年来最高
水平，基金的总收入达到 3.3万亿元，
支出 2.85万亿元，当期结余 4400 亿
元，累计结余 4.14万亿元，可支付月
数 17.4个月。“从 2017年的企业养老
保险的基金运行情况来看，基金运
行是总体平稳的，并且稳中向好。”
游钧说。

阶段性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的费
率会不会影响养老保险金待遇水
平？游钧认为，此次延续阶段性降费
的地区是有条件的，即当地基金累计
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9个月以上，以保
障基金的支撑能力。除此之外，游
钧表示，实施阶段性降费的省份所
需要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养老保险待遇按期足额发
放。“我们进行了测算，养老保险基金费率降低 1个百
分点，绝大部分地区还是能够当期收大于支，少数收
不抵支的可以利用累计的结余来调剂。”游钧说。

据游钧介绍，自实施阶段性降费以来，并没有影
响到社保基金的正常运行，养老金待遇也没有降低，
连续两年都进行了调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
部署，我们已经部署了 2018年的养老金的待遇调整
的工作，将有 1.14亿退休人员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
收益。”游钧说。

2017年，陕煤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 2600亿元，同比增长 22.6%；
实现利润 105亿元，同比增盈 75
亿元，利润总额居省属国企之首。

2017年，陕建集团完成合同
签约额 1728.61 亿元，同比增长
19.42%；营业收入 838.2亿元，同
比增长10.14%；实现利润12.58亿
元，同比增长32.34%。

2017年，陕西有色集团实现
营业收入 1275 亿元，同比增长
2.7%，实现利税 41.6亿元，同比增
长 28.5%，实现利润 10.3亿元，同
比增长71%。

……
去年，陕西工业系统围绕追

赶超越定位和“五个扎实”要求，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
实“五新”战略任务，狠抓工业稳
增长促投资 21条措施落实，力促
工业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经
济效益持续向好迈上新台阶，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

工业企业经营效益持续向好
规上工业单位数增长加快。

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099户，较2016年净增602户，继
2011年以来，平均每 2年新增千
户规上工业单位。其中，年内月
度新增新建投产企业298户。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两万亿。
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完成主营业务收入22375亿元，同
比增长 17.3%，增速位居全国第 6
名，高于全国6.2个百分点。

工业利润迈上 2000 亿元台
阶。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185.7亿元，
为 2011年以来利润总额最高值，
总量位居全国第 13名，40个行业
大类全部实现盈利。

企业盈利能力增强。2017
年，全省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率从3月份开始保持在9%以
上，保持持续回稳上升态势。其
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表现亮眼，利润率增
长比去年全年上升 10.6、6.5个百
分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成效
资产负债率实现年内新低，

杆杆率下降。去年以来，全省规
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开低

走”。12月末，工业资产负债率
54.4%，达到全年最低，比2月末下
降 2.5个百分点，比上半年下降 1
个百分点。26个行业的资产负债
率比上半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9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上半年27个）。

存货产成品增长放缓，去库
存显著。12月末，全省规上工业
存 货 2084.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6%，增速比去年同期增加 2个
百分点，比上半年下降 2.5 个百
分点；产成品 871 亿元，增长
4.5%，比去年同期增加 0.6 个百
分点，比上半年下降 3.8 个百分
点。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 16.8
天，比去年同期加快 1.4天，比上
半年加快 1.2天。

单位成本继续降低，降成本
措施有效落实。2017年，全省规
上工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
成本 79.36元，同比下降 1.67元，
比上半年下降 0.68元，达到全年
最低值。

新征程需要新跨越
2018年，我省将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

持续优化提升政府服务效
能，补齐发展环境短板。继续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省级
涉企“零收费”，努力降低用能、物
流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小微企
业成长提供宽松环境；加大众创

空间等平台建设力度，转变当前
平台建设方式，引入先进经验，切
实打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服务平
台；加大创新支持保障力度，落
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
配机制，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分享比例。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加大新兴动能培育。加快推
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引导汽
车产业积极向新能源汽车产业
转型；加大新兴产业引入和培
育力度，着力壮大电子信息产
业，加速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
版规模部署，推动 5G 规模组
网，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
过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牵头，
积极引入企业战略咨询、旅游
品牌策划、田园综合体项目策划
等咨询服务机构。

创新优化生产要素保障，
助推经济持续发展。积极拓展
直接融资和质押融资渠道，大
力推进品牌融资、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发展；提升优化金融生态环
境，重点推进渠道畅通、利用性
高的大数据收集、应用、开发平
台建设；加快西安区域金融中心
的建立，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加大信贷投资力度，壮大产
业基金规模，引导民间投资进入
实体经济，强化产业对接，促进
有效投资。 本报记者 薛生贵

——2017年全省工业经济效益分析

陕西工业企业经营效益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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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 为
了向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介绍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
的思想，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
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摆脱贫困》
英、法文版电子书于4月9日在亚马
逊、Overdrive、易阅通、掌阅四家数
字交易平台上线，面向国内外读者
销售。

《摆脱贫困》是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的个人著作，收录了他 1988年
至 1990年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
间的重要讲话和调研文章，共 29
篇。还收录有 10张彩色照片，其
中包括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的 6张

工作照片。全书紧紧围绕闽东如
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
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理念、观点
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丰
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具有很高
的理论价值。该书也是习近平同
志在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的全面写
照，体现了他扎根艰苦地区带领
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和
深挚为民情怀。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图书
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自 2017

年 8月首发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和普遍赞誉。该书不仅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爱民、为民的理
想信念和深厚情怀，更集中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的战略思想、理论支持和
实践探索，是指导中国扶贫脱贫工
作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方针，是中国
减贫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经验总结，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
与纸质书内容完全一致，兼有互联
网平台的阅读体验，为海内外网络
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提供了重要文献。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上线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新
修正的宪法，顺应人民意
愿、国家发展和时代要求，
既是写满人民权利的保证
书，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
宣言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
伟大的梦想。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
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的
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
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
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
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这次修正的宪法，及时确认
了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来之不易的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清晰展现
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庄严宣
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
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始终与国家
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息息相
关。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民族复兴提供

指导思想；坚持和加强中国
共产党全面领导，为民族复
兴筑牢政治根基；增设国家
监察委员会，为民族复兴营
造良好风气；添加生态文明
建设方面的要求，为民族复
兴奠定坚实基础……新修
正的内容，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强的宪
法保障。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坚持以宪法引领改革发展，
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
世宜则有功。”宪法只有不
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
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
范，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宪法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
善发展，将会为我国发展注入强
劲法治动力，推动承载着13亿多
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胜
利驶向光明未来。

■今年一季度我国财政收入运行持续向好
■国家五部门发文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
■银保监会：一季度银行保险业运行稳健
■今年八项工作推动我省易地扶贫搬迁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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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昨日，记者从西安市社会
保险管理中心获悉，为做好工伤职工或供养亲属享受
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及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发放工
作，决定开展2018年度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职
工或供养亲属享受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及供养亲属
抚恤金待遇（以下简称“长期待遇”）资格审核工作。

年审时间为，4月2日至5月31日。年审地点为，
西安市建工路 28A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大厦
10 层 10-013 室。年审范围为，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按规定享受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长期待遇人
员（包括按政策规定已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统筹管
理、享受长期待遇的“老工伤”人员）。年审程序为，
享受待遇人员及工伤职工所在单位填报《2018年度
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享受资格审核登记表》，并
提供相关部门开具的证明材料，于 5月 31日前报市
社保中心个人待遇部综合结算科；市社保中心个人
待遇部综合结算科对所报资料进行集中审核；年审
结果从 7月起执行。

西安审核享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资格
未年审单位，暂停该单位工伤职工或遗属的长期待遇

汉中市勉县元墩镇龙湾
观花点。

近日，汉中市各县区正如
火如荼举行“油菜花海旅游文
化节”，23 条重点观花线路游

人如织。最新统计数字显示，
第一季度全市接待游客 1298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人76.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1％和
40.24％。 陶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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