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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里的“能人”“今年是延长县迎接国家贫困县验
收年，我们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
完善，大棚种养业要管护到位……”4
月 16日，记者在延长县张家滩镇参加
董家河村脱贫攻坚会时，延长县检察院
工会主席、该村驻村工作队队长丁如意
铿锵有力的话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来之前，董家河村山上的土地
已全部退耕还林，仅靠川道地难以让村
民脱贫致富，为此不少青壮年常年外出
打工贴补家用。”丁如意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感慨地说。

2016年，丁如意任董家河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上任后，他积极争取资金
改善民生、因人因户精准施策，很快就

与村民融为一体。
“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是村里

以前的真实写照。”村民刘天德介绍说，
“丁队长来村后争取资金90万元，硬化
巷道 3400米，新建广场 2处、党建扶贫
文化长廊 500米，改造屋顶 114户 306
间（孔），粉刷围墙1500米。”

“村里有不少贫困户，大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光靠外出打工很难脱贫致
富。”村委会主任董栓录说，“丁队长在
了解村情后，决定发展大棚种养产业，
并以我家为示范户，让村民和外出务工

者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纷纷学习
大棚种养技能。”

“在丁队长的联系下，将动力电拉
到了地头，并将延河水引进大棚，方便
村民种植蔬菜、葡萄、西瓜、小瓜等。同
时还为每户贫困户发了两头猪仔、两袋
饲料。”村民董生昌感激地说。

驻村期间，丁如意帮助贫困户田凤
兰建起了大棚，种植葡萄，亩产达 2000
斤；帮助贫困户刘挽珍养猪十多头……
目前，该村已建日光温室31座，拱棚91
座，发展西瓜 200亩、小瓜 150亩、蔬菜

100亩、葡萄40亩。3年来，人均收入增
加 3000多元。由于工作成绩出色，丁
如意被县里评为优秀包扶干部、优秀驻
村工作队长。

如今的董家河，道路硬化了、广场
建成了、自来水进家了、路灯装上了、
美丽乡村建成了……看着村里日新月
异的变化，村民们从心底里感激这位

“能人”。 本报记者 胡建宏

基层干部
最美

按照《陕西省五一劳动奖评选管理工作暂行
办法》有关评选程序，产生了2018年陕西省五一
劳动奖拟表彰人选（集体）。为进一步听取群众
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2018年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拟表彰人选（集体）名单（详见二版）予以公
示。若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请于2018年4月25
日18:00前以书面形式向陕西省总工会经济技术
部反映。

地 址：西安市莲湖路389号
邮 编：710003
电话传真：029-87329843
联 系 人：刘 博

陕西省总工会
2018年4月19日

2018年陕西省五一劳动奖
拟表彰人选（集体）公示

本报讯（陈明）笔者从国网陕西电力公司获悉，
该公司着力打造主动为客户服务的“电保姆”服务新
模式，践行“你用电，我用心”服务理念，全力服务陕
西追赶超越。

提效率、降成本，提升优质服务品质。今年 1
月，该公司迅速落实《陕西省方便企业获得水电气暖
行动方案》，打造专业的前端综合服务团队，加快向
线上线下一体化、主动增值服务模式转型，着力提升
服务品质；精简办电手续，实行办电“一证受理、一站
办理”；全面推行“互联网+”线上办电，实现办电、缴
费、电子发票获取等全业务流转在线化、透明化；压
减办电环节，高电压客户由 9个环节压减为 4个环
节，低电压客户由 6个环节压减为 3个环节，具备直
接装表用电条件的压减为 2个环节，高低压办电环
节分别同比压缩 56%和 50%；积极利用电力市场交易
平台，引导大客户开展直接电力交易，预计今年可减
少客户电费支出约 12亿元。

重承诺、全公开，主动接受服务监督。在严格履
行国家电网公司供电服务“十项承诺”、员工服务“十
不准”、调度交易服务“十项措施”等“三个十条”的基
础上，国网陕西电力公司还主动向全社会全面开放
接电容量，实现办电进程实时查询，严格执行国家规
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推行电力工程通用设计和通
用造价，为客户提供公开透明的菜单式服务，切实做
到环节少、时间短、成本低、服务优。该公司将建立
常态“飞行检查”和由省、市、县三级领导班子带队的

“督导检查”机制，深入开展营商环境专项检查，严格
考核、严厉追责；全天候保持 95598电力服务热线畅
通，主动接受监督，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国网陕西电力公司

打造“电保姆”服务模式

■地方党政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出台
■我国各级法院将加大文物司法保护力度
■我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提升群众获得感
■全省高校科研人员数量已达7.4万余人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减
轻社会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我国降低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等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

根据财政部日前发布的通知，自 2018年 4月 1日
起，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由当地社会
平均工资的 3倍降低至 2倍。其中，用人单位在职职
工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含）的，按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倍的，按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2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
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措施，确保上述政策落实到位。

我国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等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

有实力，服务职工更给力
——西安市总工会“全面建成西部强会全力争创全国一流”纪实之一·实力篇

2018年春暖花开之际，在西
安工会医院，老人们在护理员的
陪伴下，到花园般的院子里晒太
阳、赏花草、谈天、游戏，享受宜
人春光。不时有人慕名考察：法
国理念、医养结合的养老到底啥
样？老人们就讲出自己的故事：

“之前一百个不愿意来，现在一
万个不愿意走。”

正式开业还不到一年，西安
工会医院的养老服务就已名声
暴涨、人气大增。不久前，法国
总统马克龙访华来到西安，同行
的卫生部长阿涅斯·布赞专程访
问该院。但很少有人知道，该院
的前身“西安市工人疗养院”曾
经濒临倒闭。

这番涅槃重生是西安市总
工会积十年之功，坚持不懈“建
西部强会、创全国一流”的一个经
典写照。

“五型工会”的突破口

西安，十三朝古都，改革开放
使丝绸之路重镇绽放异彩。早在
2006年，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就提出
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
现代化大城市战略目标。2010
年，西安正式提出建设大西安、国
际化大都市。现在，西安是国家
明确建设的 3个国际化大都市之

一、全国第9个国家中心城市。
作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工会工作，西安市总因时而
动。2008年 4月 22日，西安市工
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主席
史南征以洪亮的声音宣告了全
市工会的新目标：“建西部强会，
创全国一流。”并把这一振奋人
心的目标细化为建设学习型、创
新型、服务型、和谐型、实力型的

“五型工会”。
五年砥砺前行，西安工会工

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但目
标、方向依然不变。2013 年 4 月
24日，史南征在西安市工会十四
大上更是明确提出：“全面建成
西部强会，全力争创全国一流，
团结带领全市职工为建设国际
化大都市而奋斗。”这一宏伟目
标也被具体为“五强五一流”。

但史南征刚到工会时，有件
事对他触动很大。“三五万元的
事，市总班子要开会讨论两三个
小时。没钱啊！”当时市总全年
经费 2000多万元，在西部不如昆
明、兰州，只与银川持平。包括
送温暖，市总只能拿出十多万
元，所以有些基层工会只好包饺
子送温暖。这与西安建设国际
化大都市、西安市总建设西部强
会的大环境格格不入。

“五型工会要上档次，得拿
实力说话，无论哪个方面，没有
钱都是唬人的空话。因此我们
决策把实力工会作为突破口。”史
南征说。

逼出来的改革

至今，有几件事让史南征记
忆犹新。当初，他到市总工人疗
养院调研。走进院子，野草疯长，
房子都租了出去，换一任院长就
盖两栋楼卖，员工工资靠租金和
卖房子维持。“院长介绍工作还没
完，要账的就上门了，上一年的煤
款还欠着。”

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市总的
8个工人文化宫，每个都有几十号
人，嗷嗷待哺，全都靠出租门面房
发放工资。自生自灭的煎熬中，
有的财务混乱。更深入了解让人
惊出一身冷汗：债务高达 2300万
元，有的属于非法集资，欠账最多
的一个文化宫债务达700多万元，
靠出租门面房100年都还不完。

“关键是没有意义，一堆破
烂。”史南征说：“工作乱套了，都
谋钱去了，文化宫的阵地作用都
没了。”

面对困境和非法集资的“定
时炸弹”，留给西安市总唯一的出
路就是：解放思想，主动改革。

干部们至今还记得，当时的
思想并不一致，转变起来尤其艰
难。“有不少议论说，工会工作就
是传统那些事，搞建设、上项目那
是不务正业，替别人做事。”

从班子到普通干部，解放思
想的工作没少做，仅大的会议
就召开过三次。经过反复讨

论、启发，新的观念逐渐成为主
流：西部强会首先要实力强，实
力强就得以非常规手段抓项目
建设；换个角度，“包袱”都是潜
在的“金碗”。

改革最先从文化宫迈出步
伐。2008年，按照“机构重组、资
产剥离、事业统管”的原则，将8个
文化宫重组为4个，把文化宫的经
营性资产全部从文化宫中剥离出
来，财务统一收到市总管理。这
样，首先杜绝了房屋出租中的跑
冒滴漏和财务混乱。

接下 来 出 现 了 一 个 新 问
题：剥离出来的经营性资产由谁
来管？

2008年8月，西安市总引进经
营专业人才，成立了建强公司。

“建强公司完全是改革的产物，市
总把文化宫的经营性资产交给我
们，进行市场化运作，经营收入成

为企业的稳定收益；同时公司为
市总搭建起了一个融资平台。”建
强公司总经理彭义东说。

有了这个平台，将原本就在
优势位置的资产打包，与银行进
行战略合作，贷款 5000万元。“这
是我们打造实力工会的第一桶
金，这下就可以干事了。”市总上
上下下都兴奋起来。

截至目前，建强公司已为西
安市总累计融资 4.2亿元，不仅偿
还了文化宫的历史欠账，摘除了

“定时炸弹”，而且为工会事业发
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建强公司则通过滚动发展，
已从最初的商用房屋经营管理，
拓展到职工旅行社、中顺家政、世
合物业、房地产业等七个版块。

“下一步要成立集团公司，5年以
后产值要达到 1.5亿元，利润 5000
万元。”彭义东说。 （下转二版）

2018年陕西省五一劳动奖拟表彰名单出炉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4 月 18 日，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项目
建设工地，中建三局的建设者正在有序施工。
目前，体育馆混凝土主体工程即将完工。据了
解，该项目计划 2019 年 6 月投用，将服务于
2021 年举办的第十四届全运会，可容纳 1.8 万
人观看比赛。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项目
混凝土主体工程即将完工

忙碌的建筑工人忙碌的建筑工人

鸟瞰建设中的体育馆鸟瞰建设中的体育馆

西安工会医院的护理员在陪伴老人西安工会医院的护理员在陪伴老人 王海王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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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
由渭南市总工
会主办，大荔
县承办的渭南
市职工自行车
赛在同州湖鸣
枪开赛。共有
18支代表队的
500 余 名 职 工
参赛。

姚和平
宋登峰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4月18
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中国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周年建
设情况及成果”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第三场，邀请西咸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亢振峰介绍相关情况。

亢振峰介绍说，自贸试验区
西咸新区涵盖空港、沣东、秦汉和
能源金融贸易区四个功能区，总
面积 42.58平方公里，是陕西自贸
试验区中心片区的重要区域，是
连接大西安北部、南部片区的核
心承载区。一年来，在省委省政

府坚强领导下，西咸新区奋力追
赶超越，抢抓代管托管重大改革
机遇，从制度创新入手，复制推广
成熟经验，探索改革创新型政府，
积极承接各项试点任务，率先分
享自贸试验区红利。

据了解，截至 3月底，自贸试
验区西咸新区新增注册市场主体
1954户，其中企业数1491户（含外
资企业 23 户），新增注册资本
991.05亿元（含外资企业注册资本
2亿美元），新增注册资本1亿元以
上企业77家。

西咸新区一年新增注册市场主体1954户

编辑：章 琦 版式：张 瑜 校对：大 可

全国两会后，企业减负“礼包”
进入政策落地期。前不久，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上调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并下调
增值税税率，企业将进一步享受到
真金白银的减税红利。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市场
主体已经突破 1 亿，增长了近 200
倍。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新产业新

业态蓬勃发展，市场主体“遍地开
花”。其发育的每一个环节，背后
都有改革深化的助力、政策优化的
呵护。不仅仅是降税减费，商事制
度改革不断突破，“放管服”持续深
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都在推
动企业轻装上阵，进一步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去中国做生意前景好！”来自
外界的呼声，印证了中国市场的魅
力。持续营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环
境，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定能更
加充分展示出来，呈现“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的繁荣局面。

给企业更多真金白银
·石羚·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总
工会获悉，2018 年陕西省五一
劳动奖拟表彰名单将进入公示
阶段，其中包括 32 个陕西省五
一劳动奖状单位、85 名陕西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 100 个
陕西省工人先锋号集体。

按照《陕西省五一劳动奖评
选管理工作暂行办法》规定，推
荐评选陕西省五一劳动奖坚持
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
劳动者，评选的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章人选中，一线职工、产业
工人、专业技术和科教人员不
低于总人数的 70%，管理类人员
不超过总人数的 30%。据统计，
今年拟表彰的 85名陕西省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中，一线职工、
产业工人、专业技术和科教人
员占总人数的 76%，管理类人员
占总人数的 24%。

据悉，此次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推荐评选工作严把廉政关
和质量关，首次要求申报陕西

省五一劳动奖章的管理类人员
需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出具廉
政鉴定，申报陕西省五一劳动
奖状、工人先锋号的集体和申
报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的企业
负责人，其所在企业须三年内连
续盈利、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同时，荣获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的
集体和个人，在评选全国五一劳
动奖、全国工人先锋号和陕西省
先进集体、陕西省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时，予以优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