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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超市火车超市
““开开””进小区进小区

5月15日，在西安科技八路
一小区，一辆绿皮火车车厢改装
成的超市吸引了居民的目光。

超市老板董文博介绍说，经
常有人在车前拍照留念，营业额

最高的一天达1500元。
据了解，绿皮车退役后，如

果车辆能继续使用，会保存在
车库内做储备运力。如果车辆
破损太严重，报中国铁路总公

司批准后，就由各路局自行报
废处理，一般车厢被切割当废
钢废铁卖，极少部分配件被回
收利用。但仍有一部分会进入
商业领域。 陈飞波 摄

本报讯（段盟）5 月 16 日上
午，省总工会举办第二批赴深度
贫困县总工会协助工作培训座谈
会。省总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永
乐出席并讲话，省总党组成员、副
主席赵霞主持会议，省总权益保
障部部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
室副主任杨景龙，省总组织人事

部部长贺娟和第一、二批赴深度
贫困县总工会协助工作队员等27
人参加培训座谈会。

本次培训座谈会，特邀省扶
贫办社会扶贫办公室副主任余毅
围绕“如何做好社会扶贫工作”进
行了辅导授课。第一批赴深度贫
困县总工会协助工作队员介绍了

工作情况、交流了心得体会，第二
批工作队员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杨景龙明确了第二批赴深度贫困
县总工会协助工作任务。张永乐
就做好今后一个时期工会脱贫攻
坚工作和协助工作队员的日常管
理、相关保障、工作纪律等方面作
出了具体要求。

省总举办赴深度贫困县总工会
协助工作培训座谈会

本报讯（张爱娟）5月15
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安
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召开第二届科学技术大
会 。 会 上 ，该 公 司 聘 任
201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王泽山院士为科
技顾问。同时，还聘任北京
理工大学杨荣杰、罗运军、
王宁飞 3名教授，北京化工
大学吴战鹏教授和中国科
学院两名研究员为特聘科
技专家。

近年来，该公司科技创
新能力持续增强，“十三五”
以来累计申请专利 107项，
取得授权67项。荣获国家、
国防科工局、兵器集团公司
各类科学技术奖励 42 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二
等奖各 1项，国防技术发明
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国
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8项、二
等奖 6项。会上，为鼓励技
术创新，惠安公司对在科研
创新方面取得成果的5个团
队分别给予15万元奖励，对
表现优秀的 10名科技骨干
给予 2万元奖励，对获得工
艺技术创新的 11个项目团
队给予66万元奖励，奖励总
金额达160万元。

在推进技术创新中，该
公司积极搭建人才成长通
道，认真落实兵器集团“一
人一案”科学家培养计划，
深化大学生班组长计划、多
能工鉴定和一专多能等培
训形式，使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成效显著，有 2人获聘集
团公司级科技带头人，4人
获聘技能带头人，选聘公司
级科技带头人 8人、科技骨
干 35人、技能带头人 10人、
技能骨干 41人。鼓励员工
围绕所从事专业领域在职
攻读本科、硕士、博士等学
位，在享受在岗同等待遇的
基础上，报销学费的 80%。
充分利用工程硕士班、青年
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和创新
团队培养人才，目前已形成
一支由 3名在读博士、78名
硕士、164名本科生组成的
核心科技人才队伍。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
山是我国含能材料领域的
杰出专家，长期致力于我国
火炮发射药的研究。他希
望通过与惠安公司在科研
领域的合作交流，加强高
校与企业科研成果的转
化，提升我国火炸药的科
研水平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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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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企业和职工而言，是
绝对的利好！”听闻职工教育经
费提取比例提升，一位在地方工
会分管职工教育的负责人兴奋
不已。

5 月 10 日，财政部和税务总
局公布《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
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明确企
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
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而在此之前，这
一比例是 2.5%。

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对此
表示，这不仅有助于一线职工素
质技能的提升，为企业发展提供
人才保证，还将助力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目标。
对职工有利，对企业更有利
提及职工教育经费，虽然不

少职工表示茫然无知。但它不
是一个新鲜词汇，是企业按工资
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用于职工
教育事业的费用。

早在 2002 年，国务院就曾
发文明确，“企业应按职工工资
总额的 1.5%-2.5% 提取教育培
训经费”。

2006 年下发的《关于企业职
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
意见》，明确企业应按规定提取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并按照计税
工资总额和税法规定提取比例
的标准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 60%以上

应用于企业一线职工的教育和
培训。

“本次将税前扣除限额从
2.5%提高至 8%，是用税前减免
的政策优惠，鼓励企业增加职工
教育培训的支出。”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教授李长安告诉笔者。

“不论是实现中国制造 2025
战略，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最
核心的还是人才。”中国就业促
进会原副会长陈宇认为，所需人
才不仅是研发人员，更要有大量
的高素质的一线制造人员。

而技能人才的培养，已经不
仅局限于学校教育。陈宇表示，
随着技术突飞猛进和产业升级
换代，生产的设备、方法、技艺都
在不停更新，充足的技能人才必

不可少，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已经
提上日程。一线职工的技术知
识和操作水平的提高，有可能不
再是一般性的提升，而是“系统
重启”，必须在生产过程中不断
培训。这时，用于技能提升的职
业教育经费显得尤为重要。

陈宇的观点得到了上述这
位工会人士的认同，她认为，搞
好在职培训，提高职工技能，必
须调动起企业积极性。企业要
想做大做强，必须依靠人才，而
人才也存在知识和技能更新的
问题和需要，要通过不断学习，
才能保持与高技术的同步。

“过去，职工教育经费的税
前扣除限额是 2.5%，这部分钱虽
是企业出，但不收税，摊入生产成

本。如今这部分比例提高至 8%，
实际上是提高并鼓励企业增加人
力资源的研发费用。”陈宇肯定
道，“将来企业就得‘拼’这个”。

经费未足额计提，使用上
“重上轻下”

不少专家表示，职工教育经
费的设置及这次调整，对全面提
高产业工人队伍素质、培养一大
批能把蓝图变为现实的能工巧
匠大有裨益。

有数据显示，我国产业工人
有 2 亿左右，其中近八成集中在
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占六成
左右。制造业人员中 74%的农
民工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六
成以上没有接受过非农职业技
能培训。 （下转二版）

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提升至8%
有专家认为，职工教育经费“升级”，是给职工技能提升和企业发展提供

强大的政策支持，让职工企业双获利

本报讯（记者 刘强）5 月 16
日，由中铁一局铁建公司施工的
阳安铁路二线全线站场改造工程
量最大的车站——汉中褒河车
站最后一次封闭要点施工顺利
完成。至此，褒河车站 8 股道及
新增物流园的货 1 货 2 线、军专
线、机待 1线、机待 2线将全部投

入运营。
当日，骄阳下的褒河车站工

地，热浪翻滚，气温高达 32 摄氏
度，铁轨外表温度接近60摄氏度。

下午 14时，伴随施工负责人
杨忠民一声令下：“给点了。”近
400名工人立刻甩开膀子，展开了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线路拆

除、清理道床，到道岔整体纵移、
连接龙口，再到填补道砟、起拨
道、线路养护，各施工环节环环相
扣，各小组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忙
而有序。经过 3 个小时艰苦奋
战，15 时，褒河车站所有线路正
式开通。

据了解，安全风险大、管理环
节多、防护监控难是中铁一局站
前 3标施工的主要特点。具体而
言呈现“五最”特征——全线并线
作业长度最长，达到 85 公里；邻
近营业线桥梁工程最多，涉及 26
座；邻近营业线施工路基区段最
多，共 19 段；站场改造施工点最
多，有 9处；营业线顶进涵和接长
涵最多，422座。

项目党支部书记杨金宝介绍
说：“阳安铁路是 40多年前，中铁
一局 8万名员工和数十万名民兵
靠人拉肩扛修建成的，我们对这
条铁路有很深的感情，该线是国
家‘三线建设’的一个缩影。今
天，我们就是要继承父辈好传统、

重上阳安立新功。”
自 2015年进场以来，中铁一

局参建者积极发扬“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
三线精神，克服点多线长、安全风
险大、征迁协调难度大等诸多困
难，使安全施工稳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部在符
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既有
安全管理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探索出一套邻近营业线施工
来车预警系统。该系统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填补
了中铁一局铁建公司国家专利的
空白。开工以来，项目部实现无
人身伤亡、无环保事故、无消防责
任事故1250天。

据了解，阳平关至安康铁路
增建二线是国家“十二五”重点项
目之一，全长 329公里，共设有 10
个站前标段。建成后，将对缓解
西南地区运输能力紧张状态，促
进陕南地区经济发展、加速陕南
地区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阳安铁路二线站改工程量最大车站完工

继承父辈好传统 重上阳安立新功

■最高法：尽快出台房屋征收补偿司法解释
■两部门发文要求下达资金补助贫困地区教师
■发改委：前4月全社会用电量2.1万亿千瓦时
■民航局：前4月民航共运输旅客近两亿人
■高温天气席卷多地 中央气象台持续预警
■陕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 受国办激励通报
■陕西省全面开展脱贫攻坚问题整改督导检查
■2020年陕西律师将超万名 律所超过6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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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规模以上企业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7.3%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
者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6日发布
的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规模以
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1578元，比 2016年增长 7.3%。

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年 平 均 工 资 131929 元 ，增 长
6.5%；专业技术人员 83148元，增
长 8.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58211元，增长 7.3%；社会生产服
务和生活服务人员49502元，增长
5.9%；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50703
元，增长 5.6%。中层及以上管理

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社会生产服
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平均工资最
低，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
比为2.67，比去年扩大0.02。

从各岗位区域间差异看，
五类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区域
均为东部。社会生产服务和生
活服务人员岗位平均工资最低
的区域为东北地区，其他四类
岗位平均工资最低的区域均为
中部。

从各岗位行业间差异看，中
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
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四类
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均为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平均工资分别为 253450 元、
148705 元、92258 元和 88674 元。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平均工资
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平均工资为
81800元。

国家统计局的此次调查，包
括了 16 个行业门类的约 98.3 万
家规模以上企业法人单位。

“太好了！有了职工书屋，不仅
查阅资料方便了，更为我们这些‘书
虫’提供了好去处。”5月 10日，省土
地工程建设集团职工罗林涛兴奋地
说，“在去年集团一届二次职代会上，
创建职工书屋只是众多提案中的一
个，没想到工会在第一时间就落实到
位了。我会经常去书屋充电，争取在
专业技术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这番话语是职工代表对提案落
实最满意、最质朴的回答。近年来，
该工会坚持问题导向，让职工敞开心
扉发声，并将提案的精准落实作为重
要工作来抓，让职工的所思所需所求
所盼“落地生根”。

该工会工作人员表示，工会组织
就是要把满足广大职工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把职工舒心工作、体
面劳动、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在
创新创优中为职工服好务。

在提升服务本领中，他们将服务
从“有型覆盖”转为“有效覆盖”，把服
务力量向“匠心”、一线、女性、困难职
工倾斜，从权益“洼地”抓起，打造了
更具吸引力、凝聚力的工会品牌。

如在关爱女职工方面，他们召
开了“新时代 新女性 新作为”座谈
会，邀请专家就女职工如何在职场
中取得成功、如何经营婚姻家庭进
行了讲授，让女职工在构建和谐家
庭中找准了定位、履行了职能、发挥
了优势，为企业的发展贡献了“半边天”独有的力量。

此外，他们还建立健全二级工会，在职工中广泛
开展劳动竞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使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为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他们建立了“送健
康·送温暖”长效工作机制，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
活动，如深入一线为职工诊疗、理发、发放慰问品；开
展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加强互联网+工会建设，深化
活力型、关爱型工会建设；建成职工之家、单身公寓、
医务室、健身房、理发室、母婴室等服务场所，让职工
享受到“家门口”的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胡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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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中的建设者忙碌中的建设者

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创新篇创新篇

本报讯（记者 杨涛）5月 15日，中国财贸轻纺烟
草工会副主席杨冬旭深入我省部分企业调研。省财
贸金融轻工工会主席刘佐清陪同调研。

杨冬旭先后来到西安市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和
鸿金鹏集团公司进行调研。在听取家政行业工会联
合会及非公企业关于工会工作和发展经营状况的汇
报后，杨冬旭指出，陕西行业工会在推进全总关于落
实八大群体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前
列，组织框架清晰、人员配置到位、经费有保障，作用
发挥明显。尤其是在非公企业设专职工会主席，将
工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形成了“企业关爱职工，职
工心系企业”的和谐发展氛围。他强调，陕西企业工
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在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
副主席杨冬旭来陕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