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15 复字第 6996 期

邮发代号 51－7 2018 年 6月 4日 星期一 农历戊戌年四月廿一 网址：www.sxworker.com

SHAANXI WORKERS' NEWS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21847 发行经营部：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近日，我省小麦夏收工作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全面展
开。据省农业厅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我省共投入130万
台（套）农机具，将对1790万亩夏粮进行收播，其中小麦
播种面积1590万亩。 都红刚 摄

①一台收割机正在麦田里作业
②蓝田县汤峪镇村民将自家收割好的小麦进行装车

全省1590万亩小麦开始全面收割

①①

②②

本报讯（姚颖君）为推
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纪实
文学《梁家河》，在建党97周
年到来之际，省总机关党委
在省总直属机关支部及广
大党员中开展了学习《梁家
河》活动。

省总机关党委把学习
宣传《梁家河》作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及
时为党员干部发放了《梁家
河》，并作为学习的规定书
目。要求与学习领会《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结
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从书中汲取伟大领袖在艰
苦环境中形成的奋斗精神、
理想追求、不变初心、优良
作风和进取精神。同时，省
总机关党委把《梁家河》纳
入各党支部“三会一课”学
习研讨内容，作为省总机关
庆“七一”系列活动的重要
内容，让党员干部从中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七年知青岁
月孕育形成的为民造福初

心、追求真理精神、埋头苦
干作风、攻坚克难意志、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通
过学习加深理解、形成共
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为
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和推
动工运事业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

为了宣传、展示学习
《梁家河》成果，营造全媒
体、立体化学习宣传氛围，
省总机关党委充分发挥新
媒体影响大、传播快的优
势，组织录制了“走进《梁家
河》踏寻初心路”《梁家河》
读诵系列微视频。省总党
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委
书记赵霞带头录制首期微
视频 ——难忘梁家河（节
选）。省总机关党委、部分
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也参
加了读诵录制。《梁家河》读
诵微视频近日将在省总公
众号和省总网站上推送。

为推动工会系统基层
党员、职工学习《梁家河》，
赵霞代表省总机关党委向
部分基层工会支部赠送了
《梁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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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山阳县电力
局运维检修班 4 名员工利
用巡线间隙，围坐在一起学
习纪实文学《梁家河》。通

过学习，大家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努力做好本职
工作，争当为民服务的“电
保姆”。 胡晓斌 王森 摄

全总领导听取陕西工会工作汇报
本报讯（冯曦）6 月 1 日，省

委副书记贺荣、副省长魏增军、
省政协副主席王卫华、省总工会
主席白阿莹、省总工会常务副主
席张仲茜等专程赴京就有关情
况向全总领导作汇报。全国总
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李玉赋，全国总工会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阎
京华和焦开河等领导听取汇报
并作出指示。

在给全总领导的汇报会上，
张仲茜就陕西地方病和职业病
贫困人口情况、全总工作联系点

富平县的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
况、陕西工会工人文化宫和网上
工会建设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白阿莹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补
充。王卫华、魏增军就陕西地方
病、职业病情况、陕西脱贫攻坚
形势作了进一步说明。

贺荣强调，近期中央领导就
陕西宝鸡和部分地区的地方病
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把健康扶贫
落到实处。工会是社会扶贫的
重要力量，希望全总给予支持。

李玉赋指出，陕西工会工作
可圈可点、有声有色，创造了很

多先进的经验和做法，走在全国
前列。全总一贯重视、关注陕西
工会工作，对陕西的工作全总的
态度是“全力支持、有求必应”。
他指出，全总支持陕西的健康扶
贫行动，继续助推富平的脱贫
攻坚工作，一直到彻底“摘帽”。
他强调，要坚持工人文化宫公
益性、服务性方向，推动职工文
化繁荣发展。他希望，陕西要大力
构建智慧工会，包括以科学技术为
支撑的网上工会、以精神文化为支
撑的匠心工会，打造工会工作的升
级版，叫响做实陕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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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
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
奋斗和奉献。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我衷心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成为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
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习近平总
书记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近一个月来在广大青
年中引发热烈反响，极大地激发了年
轻一代为理想而奋斗、与新时代同行
的青春激情。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总书记提出的要求
和任务上来，以青春之我、奋斗之
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
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
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不久前，微视频《您
曾对我说》回访了多位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的年轻
人，感动了许多人。岁月如歌，青春无悔，正因为有信
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新时代青年人才能乘新
时代春风，在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

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
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生力军，广大青年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80
后”驻村干部，用脚底泥土滋养大山深处的小康；“90
后”大学教授，以才华构筑引领未来的科研高地。业
精于勤，不满20岁的“大国工匠”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摘
得最高奖项；攻坚克难，平均年龄30多岁的中国航天
科研团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如果说青春是一块无
边的画布，奋斗就是最绚烂的画笔。当代青年人，勇
做时代的弄潮儿，在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青年
人的每一步攀登，都跟这个国家的进步息息相关；青
年人的每一分付出，都将获得幸福的回报。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求真学问、练真本领，
知行合一、做实干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时
激励着青年人不断完善自我、磨砺人生。曾参与亚丁
湾护航的“90后”女特战队员，坚守“把人生奋斗融入
民族复兴，才能获得无与伦比力量”的人生理想；斩获

《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的“外卖小哥”，从未在风吹雨
打中磨灭心中的文学梦想；从普通学徒成长起来的核
电工程首席焊工，不怕苦不服输追求“最完美技术”；
身有残疾却咬着触控笔做电商的致富带头人，帮自己
也帮他人摆脱贫困……今天，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
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使命担当，把好人生的航向，一步一个脚印，
年轻的人生定将绽放夺目的光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三部门发文：优化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
■科技部：严查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6月起银联卡免密支付限额上调至1000元
■陕西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在渭南市启动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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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昌奇）2018年高考临近，陕西省公安厅
6月2日开启高考学生“绿色通道”取证窗口，专门为考
生领取居民身份证提供方便，并解答考生居民身份证
有关疑难问题。

陕西省公安厅近日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为
参加考试急需用证学生申领居民身份证开辟“绿色通
道”的通知。通知明确了“绿色通道”流程，每年的中
考高考、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等报名和考试开始前 20
天，开启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模块，各级公安机关
居民身份证管理部门按照“优先受理、优先审核签发、
优先打包上传、优先制作、优先发放”的原则处理急需
用证学生申领的居民身份证。

中考、高考、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等报名和考试开
始前 5天，省公安厅治安局将开启“绿色通道”电话查
询和考生预约取证接待窗口，考生本人或家长可持

“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来窗口预约领取居民身份证。

陕西：开“绿色通道”为高考生办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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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
青岛峰会新闻中心
将于 6 月 6 日正式
开放，为境内外媒
体注册记者提供服
务。据介绍，新闻
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3.5万平方米，设立
取证中心、咨询台、
公共工作区、新闻
发布厅等29个工作
小组，职能涵盖媒
体接待、采访、通
信、交通、医疗、安
全等全方位保障。
图为位于青岛市崂
山区东海路上的新
闻中心。

李紫恒 摄

本报讯（许祖华）我省日前就
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
励机制出台实施方案，将采取多
项措施，加快建立适应行业特点
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为全省卫
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全

科医学人才支撑。
根据方案，到2020年，陕西省

将基本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
医生培养制度，基本健全适应全
科医学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保
证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 2至 3名

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进一
步健全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
培养制度，进一步完善全科医生
使用激励机制，保证城乡每万名
居民拥有 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基本满足健康陕西建设需求。

根据实施方案，陕西省将建
立健全全科医生培养制度。持续
深化院校全科医学教育改革，完
善毕业后全科医学教育制度和
继续医学教育制度，加强贫困地
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继续推进
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工作；

2018年起，医学类高校新增临床
医学、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计划重点向全科等紧缺专
业倾斜，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招收数量不低于当年总
计划的 20％；2020 年起，医学类
高校要面向全体医学类专业学
生开展全科医学教育培训和全
科临床见习实习，逐步将全科医
生特岗计划试点范围覆盖到所
有深度贫困县的乡镇卫生院。

陕西省还将建立健全全科
医生使用激励机制。不断完善

全科医生薪酬制度和聘用管理
办法，大力拓展全科医生职业发
展前景，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全科
诊所，进一步增强全科医生职业
荣誉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
医生参加中级职称考试或申报
高级职称时，外语成绩可不作为
申报条件，对论文、科研不作硬
性规定，侧重评价签约居民数
量、接诊量、服务质量、群众满意
度等；对长期在贫困县基层工作
的全科医生，可突破学历等限
制，破格晋升职称。

陕西将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

本报讯（鑫华）为进一步加
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陕西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专项行动
方案》，将全面排查秦岭区域矿
产资源开发情况、自然保护区和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破坏生
态环境问题，严厉打击破坏秦岭
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
推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实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环境协调发展。

据了解，此次执法检查专项
行动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问题中涉及的 8 个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省委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中涉及的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为重点，积极推进问
题整改。

在“绿盾 2017”自然保护区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方面，主
要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建设、
总体规划编制、功能区范围和区
划划定审批、生物多样性保护、
资源开发利用、生态旅游项目开
展等情况进行检查。

以 2018 年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中涉及
秦岭环境问题为重点，主要对河
流型、湖库型地表水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区开展排查整改。

按照有关要求，以生态环境
部卫星遥感监测并经陕西省核
实的 175个问题采石（矿）点位为
重点，对秦岭区域矿山企业，特
别是新（扩、改）建的矿产资源开
发项目规划选址、环境影响评
价、矿山开采许可、林地使用等

行政审批情况进行检查。重点
查处矿山企业违规审批、非法开
采，超产能、超范围开采，禁采区
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

以 2016 年陕西开展的违法
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为
基础，对秦岭区域小水电企业、旅
游开发、房地产开发等进行全面
排查，核查项目建设合法合规情
况、清理整治工作按期完成情况。

陕西省要求各市、省级各有
关部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采
取明察暗访相结合、定期督查
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等方式，边
查边改，对环境违法问题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做
好调查取证、原因分析、责任追
究等工作，加快建立和完善长效
监管机制。

全省将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专项行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王星）笔者从陕西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
我省养老照护试点项目通过国
家评估验收。评估组认为，我
省对老年人特别是计划生育家
庭老年人给予了充分关怀，探
索出了符合我省实际、具有地
方特色的养老照护模式，值得在
全国推广。

据了解，该项目在我省的试
点城市是宝鸡市。宝鸡市充分
发挥基层卫生计生工作网络优
势，对计生特扶老人和空巢、失
能、病残、计生“两户”老人家庭
以及其他困难计生家庭老人进
行摸底调查；对养老照护重点对
象逐人建档立卡，落实养老照护
联系人，定期上门进行健康保
健、老年人护理以及常见意外情
况预防和处理等知识宣传；组织
辖区工作人员进行养老照护技
能培训；在调查和培训的基础
上，制定出台项目实施方案，明

确了责任分工以及预期目标。
目前，陕西省已经形成了具

有地方特色的养老照护模式。
一是集中供养模式：对计生特
殊家庭老人，按照“就近、自愿”
的原则，由政府承担费用，纳入
公办的养老院集中供养。二是
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由专业家政公
司为计生特扶家庭居家老人上
门提供助餐、助浴、助洁等家政
服务，同时组织卫生计生服务
人员、志愿者等定期入户进行健
康体检、心理咨询、家务料理
等。三是针对由于农村计生家
庭子女外出务工或婚嫁外地造
成居家老人生活单调、心理孤
独、身体渐衰的情况，在农村积
极推广“互助幸福院”养老模
式。四是在城市社区推广“日间
照料”养老照护模式，为城市空
巢、失独等老人提供用餐及娱
乐、聚会、健身等服务。

我省养老照护试点项目通过国家评估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