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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士特调研在法士特调研

5月28日至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
东明，就深化工会改革、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到我省进行调研督查。
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一起参加调研；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国中，省委副书记贺荣，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燕分别陪同
调研督查。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白阿莹全程陪同调研。

在淡村镇便民服务中心与工会干部亲切交谈在淡村镇便民服务中心与工会干部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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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华阴市西岳城投公司党员干部赴渭
华起义纪念馆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 王渭 程轩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潘世策）“哎呀，抢修随打电话随
到,服务真是没得说”。家住临潼区代王街道办南郭村
收麦老大爷郭红均感慨地说道。

5月28日上午，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道办南郭村
“三夏”收麦现场发生一起收割机撞断电杆事故，造
成该村全部停电，肇事收割机逃逸。接到故障报修
电话后，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代王供电所负责人
带着 3名员工立即赶到事故现场查明情况，并向公司
总值班室进行汇报。

之后，该公司抢修人员立即联系吊车、运输电杆
的车辆，投入抢修工作。他们对现场麦田重新进行了
杆坑定位，挖坑、吊杆、立杆、拆电线、夯实杆基、固定导
线。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急抢修，及时恢复了供电。

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

收割机撞断电杆紧急抢修获赞誉

本报讯（通讯员 舰舍）5月29日，在省建设工会、
商南县总工会积极协助筹备下，中建五局三公司西北
分公司与我省深度贫困县商南县过风楼镇小栗园村
小学成功建立长期的共建教育点。当天，该公司为孩
子们送去200余套爱心书籍和学习用具。

据悉，继此次联合共建教育点成立，该公司还将定
期到小栗园小学组织系列活动，如每学期开展优秀读
书学生评比活动并颁发相应奖项，每学期开展经典诵
读活动，为学生解读经典名著，同时将优先录用本村、本
小学符合公司要求的毕业生，真正肩负起央企职责。

中建五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

与贫困县小学建立长期共建教育点

本报讯（曹锋）5月 30 日上午，由延长石油集团公
司和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主题为“学习十九大
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延安精神，奋力追赶
超越”的延安精神进企业宣讲报告会在延炼工人文化
宫举行。

炼化公司、项目指挥部、延炼等延长石油洛川
区域下属单位近千名干部职工聆听了宣讲报告。宣
讲者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张沛教授等，激情
讲述了《天问 窑洞 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生命在
理想中闪光》等八个故事片段。专业讲师团队语调
铿锵声情并茂演绎革命故事，生动诠释了延安精神。

延长石油集团公司

举办弘扬延安精神宣讲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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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1日起，又有一系列的新规要开

始实施了，快来看看有哪些将影响到你我
生活。

网约车将纳入出租车考核体系
平台和司机都要进行等级评定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修订的《出租

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规定 6月 1
日起，网约车平台和驾驶员将纳入出租车
服务考核体系，进行等级评定。

1、网约车平台实行 1000基准分，额外
加分 100分的计分制，并根据分值多少分
为 6个等级。《办法》为网约车平台量身定
制数据接入、运营服务信息公开等指标，从
企业管理、信息数据、安全运营、运营服务、
社会责任和加分项目等 6 个方面进行考
核。每年 2月 28日前，平台必须将服务质
量信誉考核资料送报当地交通运输部门，
进行服务质量信誉等级评定。

2、网约车驾驶员实行 20基准分，额外
加分 10 分的计分制，并根据分值多少分
为 4 个等级。《办法》从遵守法规、安全生
产、经营行为、运营服务等 4个方面，为网
约车驾驶员制定了相应指标。如果驾驶
员在考核周期内得分低于 3分，就必须按
要求接受培训。

6月1日起无人机将告别“无照驾驶”
民航部门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行）》，在《民
航法》框架下，规范了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
经营性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准入和监管要
求。《办法》将于6月1日起实施。

民航局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取得无人驾驶航空器
经营许可证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从事经
营活动的主体应当为企业法人，法定代表
人为中国籍公民；企业应至少拥有一架无
人驾驶航空器，且以该企业名称在中国民
用航空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
信息系统”中完成实名登记；具有行业主
管部门或经其授权机构认可的培训能力
（此款仅适用从事培训类经营活动）；投
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地面第三人责任险。

中国人英语能力等级将有国家“标尺”
4月 12日，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的首

个英语能力测评标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
量表》（以下简称量表）由教育部、国家语委
发布，2018年6月1日正式实施。

量表以语言运用为导向，将我国英语
学习者的英语能力从低到高划分为“基础、
提高和熟练”三个阶段，共设九个等级，并
对各等级的能力特征进行了全面、清晰、翔
实的描述。

监管重拳直指险企关联交易
中国银保监会5月3日发布《保险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要
求保险公司开展关联交易应遵守法律法
规、国家会计制度等，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关联方利用其特殊地位，通过关联交易侵
害保险公司或保险消费者利益。在征求意
见之后，《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将
于6月1日起施行。

《征求意见稿》对于保险公司的关联交
易违规行为，监管机构将采用下发质询函、
责令修改交易结构、责令停止或撤销关联
交易、责令禁止与特定关联方开展交易等
监管措施。对于保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其他有关从业人员违规的，监
管机构可采取责令改正；记入履职记录，进
行行业通报；责令撤换有关责任人员；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
跨境卖家注意！海关将实施预报舱单

流程新规
此前，海关总署发布了第56号关于调

整水空运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监管相关
事项的公告。包括进出境运输工具和舱单
电子数据申报传输时限、数据项、填制规范
的规定，向海关申报传输进出境运输工具
和舱单电子数据等，公告将于6月1日起正
式生效。

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专项资金提高
今年6月1日起，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专项

资金提高了。另外客运企业制定运输计划
时，要遵守限速要求，开通农村客运班线，要通
过审核，并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动态监控。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应急管理
部共同修订印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
管理规范》，明确客运企业应当按照不低
于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 1.5%的比例提取、
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比修订前提高 1
个百分点。 （卢俊宇）

■企业快讯

5 月 29 日，在陕西省首条城际铁路——
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路施工现场，来自中铁
电化局的职工加紧施工作业。

将连通西安两大交通枢纽的西安机场
线是陕西省首条城际铁路，建成后，从西安

北高铁站至咸阳国际机场乘坐轨道交通 27
分钟便可直达，方便广大旅客一站式出行。
图为 5 月 29 日，在施工现场，来自中铁电化
局的职工加紧施工作业。

李增辉 魏和水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日前，
中央党校教授赵建军在调研洛川
县产业扶贫示范基地时，对当地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民”发展林业食用菌生产、珍
禽养殖、有机蔬菜、干果种植产业
给予充分肯定。

据了解，该县林业局通过林场
职工入股成立洛川三秦森工林业
食用菌有限责任公司黄连河林业
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大力发展食用
菌生产、珍禽养殖、有机蔬菜种
植、灵芝盆景工艺加工、干果经济
林栽培种植等产业，形成“林-菌-
禽-鱼”综合性立体循环模式，实
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摸索出
一条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三变
改革、脱贫致富相互融合的川道
经济发展新模式。

公司经理王晓琦说，洛川农
民年人均纯收入已达 12786元，但
是川道农民纯收入仅为 3300 元。
如何让川道农民依靠土地资源和
环境优势脱贫摘帽？让丰富的林
业资源优势成为“绿色银行”，要
改变川道农民“守着
林子没饭吃”窘况，
只有推行“三变模

式”，才能真正助力产业脱贫。
“该公司与黄连河行政村 35

户贫困户建立扶贫资金入股关
系，平均每年分红 1000 元，与 24
户群众签订土地入股协议，每年
每亩分红900元，另给村集体提留
100 元。既解决了林下闲置土地
浪费和川道农民增收难题，又实
现了林业和种养殖业的生态循
环。”林业局长张晓勇说，该县还
将给予技术指导，引导百姓发展
种养殖业，实施订单产品回收，保
障农民长期增收致富。

“自家果园完工后，闲暇时间
就来该公司打工，几个月就挣到2.6
万元，都赶上果园年收入了。”71岁
贫困户田福财高兴地说：“今年再
加上政策性补贴我家就可脱贫。”

记者还了解到，另有延安水
渭川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农户”分
养模式，带动村民养羊致富。先后
和川道 73 户贫困户签订合同，实
施订单生产；另与 30 户签订种植
饲料玉米 500亩、苜蓿 300亩的合
同，使周边村民收入大幅提高。

洛川：“三变模式”助力农民脱贫增收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全总主席王东明来陕调研督查工会工作剪影

深入基层一线 倾听职工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