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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2018年，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已走过10周年历程。笔者从
全总新闻中心获悉，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职工书屋
10万余家，为6000多万职工提供学习和阅读服务。

据了解，职工书屋工程全面开展以来，全国总工
会每年投入专项经费 2000 万元，在全国扶持建设
1000家职工书屋示范点，2016年起增加到3000万元，
新建示范点数增加到 1200家，并陆续为往年已建示
范点补充图书，同时推动各地工会相应配套投入，每
年建设职工书屋1万家。10年来，全总已累计投入专
项经费逾 2.2亿元，配送 1000余万册、价值 3.4亿元图
书，扶持建设职工书屋示范点上万家。2015年年底正
式建成开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集阅读网站、
APP、微信端、数字一体机等多种软硬件终端于一体，
拥有不断更新丰富的图书、期刊、有声书等精品阅读
资源，满足广大职工数字化阅读需要，开通两年来已
普惠职工300余万人。

全国已建成职工书屋十万余家

本报讯（记者 刘强）昨日，西安市总工会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该市五一劳动奖评选表彰情况。据了
解，本次共评选出五一劳动奖状候选集体22个、五一
劳动奖章候选人70名、工人先锋号候选单位100个。

本次评选呈现三大特点，首先是坚持“三个面
向”。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大西安建设者。
在奖章人选的推荐中，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推荐
对象39名，占到总数的55.7%，高出规定比例0.7个百
分点，其中农民工9人，并兼顾非公企业职工、女职工
等各行各业代表；其次是坚持“三个严格”。评选过程
中做到“严格审核、严格把关、严格纪律”。各单位严
格按照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科教人员、负责人
和其它四个类别结构名额推荐上报，严格执行“两审
两公示”制度；最后是突出选树典型。此次推荐评选
对象均突出了“时代性、先进性、典型性”。

西安五一劳动奖评选呈现三大特点

本报讯 4月 22日，省五一文艺奖获得者、电力
职工作家、国网陕西电力职工杜文娟，受邀前往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访问。一同出访的还有著名作家高建
群、儿童文学作家王粉玲等。

访问期间，杜文娟等将参加中哈作家论坛和阿
斯塔纳欧亚国际图书展。在图书展上，高建群的长
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大平原》《我的菩
提树》等，杜文娟的长篇小说《红雪莲》、长篇纪实文
学《阿里 阿里》《苹果 苹果》，王粉玲的儿童文学《花
园里的秘密》《我爱你！瞌睡蛋》，将在中国展区亮
相。其中，杜文娟的《阿里 阿里》、王粉玲的《花园里
的秘密》被哈方翻译成哈萨克文。

据了解，杜文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著有长篇
小说《红雪莲》《走向珠穆朗玛》，长篇纪实文学《阿
里 阿里》《苹果 苹果》《祥瑞草原》等 10部作品。曾
获第六届、第七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解
放军文艺》双年度奖等。获陕西省“六个一批”人才、
三秦优秀文化女性等荣誉称号。

职工作家杜文娟受邀访问哈萨克斯坦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4月 22日 18时许，在
朝鲜黄海北道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载有 34
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从当地一处大桥坠落。截至
目前，已造成中国游客 32人死亡、2人重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外交部及我国驻朝使馆要立即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协调朝鲜有关方面全力做好事故处

理工作。要全力抢救受伤人员，做好遇难者善后工
作。相关地方要主动开展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近期，各类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五一”假期即将来临，外出旅游
人数较多，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绷紧防范安全风险
这根弦，切实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深入排查安全隐
患，加强防范工作，完善应急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
示，要求抓紧核实具体情况，做好救治和善后工作。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外交部及我国
驻朝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同朝方保持密切
沟通，协调朝方全力开展救援。朝方有关部门对此
高度重视，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一声张妈妈是对我的最高奖励”
“在黑暗、墙皮脱落的土木结构房

内，一张老式三斗桌旁，放着一把用胶
带缠裹的椅子。我刚想坐下，立即有
人提醒——别坐，危险！”回忆起 22年
前，到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中心卫生
院报到的情景，张转莉记忆犹新。

“要不是一位老医生——赶紧把
那个好点的房间收拾下，给咱大学生
住！的真诚话语打动了我，真想转身
就走……”张转莉向记者娓娓道来。

在随后的 4 个月中，张转莉看到
了妇产科的一穷二白——没有专科
医生、没有无菌室、接生条件差、群众
生孩子要跑几十里山路去市区……
这些让她深深触动并下定决心：“我
要改变这一切！”

为此，张转莉向院长递交了到大
医院深造学习的申请。可同事认为

她是要“金蝉脱壳”。但事实证明了
一切，当时任院长王耀盈在得知她

“学业有成”要求回卫生院上班的消
息后，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去迎接她。

回来后，王耀盈问她有什么特别
要求，张转莉平静地说：“我不要高工
资也不要特殊照顾，只希望院里能改
善妇产科的工作环境。”

在硬件设施提升的同时，张转莉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很快掌握了妇
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危重急症等病
症的诊疗技术。而小丘卫生院妇产
科也渐渐在当地有了名气。她更是
赢得了群众的好口碑。

1998 年，张转莉的爱人意外去
世，女儿也刚刚降生。为了不影响工
作，她强忍悲痛带上不满 4个月的女
儿坚持上班。一天凌晨 3点多，她得

知有人就诊，便赶紧放下怀中的女儿
直奔病房。经检查发现，由于产妇营
养不良、重度贫血导致乳汁分泌不
足，致使婴儿吃不饱啼哭不止。确诊
后，她二话不说便将乳头塞进了婴儿
的嘴里。伴随着吸乳声，孩子渐渐进
入了梦乡。

在安顿好病人后，女儿又哭又
闹、将大便抹得到处都是的场景，让
她一阵心酸，便赶紧给女儿喂奶，可因
无奶可喂让女儿哭得更厉害了。冲奶
粉也不喝，无计可施的她只
有喃喃地说：“宝贝，小弟弟
饿了，你得让着他。”

凭着对医疗事业的执
着和对山区群众的牵挂，
张转莉先后获得了耀州区
劳动模范、铜川市优秀医

生等荣誉称号，并被任命为卫生院业
务副院长。

“20多年来，经张转莉接生的小生
命达 3000余名，且无一例医疗事故。”
采访中，同事们赞许的话语不绝于耳。

如今，走在大街上或下乡巡诊，
总能听到小朋友亲切地喊她“张妈
妈”。每当这时，张转莉的脸上就会
洋溢出幸福的笑容，“这是对一名产
科医生的最高奖励。”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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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实现“开门红”
■我国将选拔约18名第三批预备航天员
■企业商标注册审查周期年底缩至6个月
■2018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启动
■陕西3年以上未结案件6月底前将结案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高压开关行业走出的“大国工匠”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试制车
间新品研发装配、实验组组长胡步洲
1994 年进厂，在高压开关装配、调试、实

验一线岗位上干了 24 年，练就了高超的
技艺，也成为试制车间的“老班长”。该
公司是我国高压开关行业的“排头兵”，

胡步洲和他的团队负责产品
从设计图纸迈向量产环节中
的试装实验步骤。

“公司从 72.5 千伏、126 千
伏、252 千伏……一直到 800 千
伏、1100 千伏的开关产品我们
都经手过。”胡步洲如数家珍。
公司用在某型断路器上的液压
机构曾经依赖进口，一台就要
10万元。胡步洲和同事们经过
反复研究、摸索、实验，用 4年时
间成功试制出可替代产品并实
现量产，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如今，“胡步洲劳模创新
工作室”的招牌就挂在试制车

间内，胡步洲带过的 40 多名徒弟也在各
自岗位上，陆续成为公司技术创新的中
坚力量。 邵瑞 摄

← 胡 步 洲
在试制车间内
巡视

↓ 胡 步 洲
在以他名字命
名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与同事
交流

↑胡步洲在一台高压开关样机的气室上装气压表

牢牢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对中国游客在朝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李克强作出批示

本报综合消息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日前上调。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6396元，核定2018年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为727920元。这一
标准在全国统一执行，无地域之
分，无户籍之别，全国统一。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指在
职工因工死亡的情况下，按照规
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
对其直系亲属支付的一次性赔
偿。职工的死亡使其亲属丧失

了重要的生活来源，导致其生活
水平的下降，这是工伤事故的后
果之一，因此应当予以赔偿。根
据《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
条例》，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2017 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396
元。因此，2018年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标准为：36396×20=727920

元，比 2017年增加
了 55600元。

一 次 性 工 亡
补助金由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如果

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办理工伤
保险，工亡劳动者的近亲属有权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前述工亡赔
偿。工伤发生时间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调整
为 727920元计发。2018年 1月 1
日后至调整前发生工亡事故且已
领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将按新
标准补发差额。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上调
今年核定补助金为7279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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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万
人万卷·阅动
西安·书香未
央·陕西著名
作 家 与 读 者
见面会”在西
安市图书馆举
行。活动中，
未央区文联向
西 安 市 图 书
馆赠送了 110
本 书 刊 杂 志
和 未 央 作 家
团 队 的 代 表
作品45册。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4月 23
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
发布会，邀请陕西省社科院新闻
发言人、副院长白宽犁介绍《2018
年陕西蓝皮书》相关情况。

白宽犁介绍说，《陕西蓝皮
书》是陕西省社科院组织编撰的
原创性、实证性、专业性、连续性
年度智库产品。从 1998年至今，
已累计推出56部《陕西蓝皮书》。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2018年
陕西蓝皮书》包括5本，分别是：《陕
西经济发展报告（2018）》、《陕西社
会发展报告（2018）》、《陕西文化发
展报告（2018）》、《丝绸之路经济带
发展报告（2018）》和《陕西精准脱
贫研究报告（2018）》，均由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于日前正式出版。

《陕西经济发展报告（2018）》
认为，2017年陕西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向好，持续增长的积极
因素不断增多。粮食生产总体
保持稳定，实现产量增产。工业
增长稳中有进，高技术产业成为
工业增长的领头羊，保持较快发
展势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
快，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稳
定增长，文化产业投资持续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回升。市场消费
持续加快，城镇消费市场发展活
跃，增速加快。对外贸易持续向
好，全省贸易顺差呈扩大态势。
财政收入和支出较快增长，科学
技术的财政支出增速最快。城
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增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陕西蓝皮书》发布
已累计推出56部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截至
今年一季度，西安高新区参保外
籍人员已达 2738人，占全市参保
外籍人员总数的91%。

英特尔移动通信西安公司
HR 高级总监梅小云表示，该公司
外籍员工参加的险种涵盖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可
以说，中国员工参保什么险种，外
籍员工也同样参保。

西安高新区社保中心提醒，
凡辖区内相关企业单位有外籍人
员的，需要参加社会保险的，可按

照相关参保流程办理。参保单位
招用外籍人员，应自办理就业证
件之日起 30日内，为其办理社会
保险参保申请、登记手续。

据了解，参保外籍人员在达
到规定的领取养老金年龄前与用
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并离
境的，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予以
保留，再次来中国就业，缴费年限
累计计算；经本人书面申请终止
社会保险关系的，也可将其社会
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
给本人。

西高新参保外籍人员达2738人
离境可保留个人账户

刘瑞（左）是西安
美术学院大四学生。
两年前，她接触到特
殊儿童这一群体，有
了帮助他们的念头。
随后，她创立“娃娃公
益艺术衍生品平台”，
征集家庭困难特殊
儿童的画作，进行线
上销售后回馈给这
些孩子。

刘 瑞 希 望 毕 业
后，能全身心投入到
这项事业中，为更多
贫困特殊儿童提供展
示创造力及才能的机
会，让这个群体能够
自食其力，更好融入
社会。图为刘瑞和团
队成员张晓颖讨论设
计方案。 刘潇 摄

““创意创意++公益公益””让创业有温度让创业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