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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小萍）“六
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省
总女职委干部来到安康
市汉滨区省总精准扶贫
驻点村，开展“健康扶贫
关爱行动”和“共筑成长
共享阳光”活动，为留守
儿童和老师送上节日礼
物和祝福。

为办好这次活动，省
总领导要求女职委高度
重视，充分做好准备工
作。5 月 31 日，省总女职
委、省总扶贫指挥部办公
室干部，来到安康市汉滨

区省总精准扶贫驻点村，
走访慰问学校师生，送上
省总女职委精心置办的
书包等礼物，并给三个扶
贫村的医务室各赠送了一
台电子身高体重秤。

慰问活动中，省总工
会女职委干部每到一村，
都要详细了解村里的发
展情况、村民收入水平，
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
将来成为祖国建设有用
之才，勉励老师们扎根
贫困村，为脱贫解困打
好坚实基础。

省总女职委为留守儿童送上节日祝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
电（记者 王优玲）记者 31
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
悉，2017年，全国住房公积
金缴存额 18726.7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06%，住房
公积金年度缴存额连续 5
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速度。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
政部、人民银行近日联合
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了
2017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管
理运行情况，以及产生的
社会经济效益。

报告显示，住房公积
金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缴存金额持续增加。2017
年，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262.33 万 个 ，实 缴 职 工
13737.22万人，分别比上年
增长 10.11%和 5.15%。截

至 2017年末，住房公积金
缴存总额 124845.12亿元，
缴存余额 51620.74 亿元，
分别比上年末增长17.68%
和13.13%。全国住房公积
金人均缴存额 1.36万元，
同比增长7.53%。

根据报告，住房公积
金有力支持职工基本住房
消费，切实减轻了职工住
房消费负担。2017年，住
房公积金提取额 12729.80
亿元，其中住房消费类提
取 10118.95 亿元，占当年
提取额的79.49%。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比
同期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基准利率低 1.65-2 个百
分点，2017年发放的住房
公积金贷款可为贷款职工
节约利息支出 1944.70亿
元，平均每笔贷款可节约
7.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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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希望 你们是未来
——写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

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带露
的鲜花，绚丽芬芳。

在这阳光灿烂、鲜花盛放的
季节里，孩子们又迎来了属于自
己的节日。

孩子，你是祖国的花朵，更是
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因此，
你的背后，投射着殷切的目光；你
的身边，充满着温柔的呵护；你的
面前，铺洒着绚烂的梦想……

今天的你或许尚在牙牙学
语，或许坐在教室里朗朗读书，
又或许奔跑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稚嫩的幼苗，总有一天会
长成参天大树、国之栋梁。愿
你在祖国的蓝天下茁壮成长，
愿今天播下的种子在将来有丰
硕的收获。

殷切的希望
孩子，生活在今天的你，有着

令祖辈父辈们羡慕不已的机遇和
舞台。伟大的祖国，美好的时代，
让你成长的天空，无比宽广辽阔。

今天，祖国正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巨变和进步；今天，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一个民族的文
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
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

“我看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
民族的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将来要在你们手中实现，你们是
未来的主力军、生力军。希望全
国各族少年儿童都‘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这是“大朋友”习近平

总书记对你们的厚望。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

王彦尊小朋友，对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他们的入队仪式并给他
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幕记忆犹
新——“习爷爷对我们说，要记
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
受帮助，我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去
努力、去进步，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我要把
自己的梦想和伟大的中国梦紧紧
连在一起。”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张婧
怡小朋友，和其他大陈岛老垦荒
队员的后代们一起，收到过习近
平总书记的一封回信。信的内容
令她印象深刻——“习爷爷鼓励
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
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我们很受鼓舞，会
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
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
祖国和人民。”

长辈对你们充满期待，希望
你们从小学习立志，把人生的志
向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希
望你们从小学习做人，坚持品德
为先；希望你们从小学习创造，能
够用新理念、新知识、新本领去适
应和创造新生活……

孩子，你一天天健康成长的
身影，汇聚起整个国家闪亮的明
天；你一个个幸福灿烂的笑容，昭
示着中华民族壮阔的未来。正像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你是“我
们伟大祖国的希望、我们伟大民
族的希望”。要时刻准备着，将来
接班。

孩子，你准备好了吗？
温柔的呵护

孩子，你成长得更好，是我
们最大的心愿。

深情的嘱托，殷切的期望，
化为实实在在的举措。全社会
携起手来，为你们的健康成长擎
起一片蓝天，让温柔的呵护如阳
光照亮你的生活，如雨露滋润你
的心田。

为了让你们的心中充满阳
光，我们播撒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

（下转二版）

■中办、国办: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2020年我国贫困地区高速公路基本贯通
■我国7月起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纪念鲁艺成立80周年展览走进西安建大
■2020年陕西茶叶总产量将达到13万吨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陕西工人报微信公众号陕西工会微信公众号

编辑：章 琦 版式：张 瑜 校对：大 可

本报讯（张军）笔者从全省剥离
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我省剥离
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果。

截至 2017年年底，“三供一业”已
完成移交或签订正式协议的达到
91.6%，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 70%目标
任务，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充分肯
定。按照时间表，2018年年底前要全
面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从
2019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方式
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

据了解，截至 2017年年底，国有
企业的消防机构分类处理工作基本
完成；206处市政设施完成移交，占总
量的 43%；168 个社区管理职能完成
移交，占比 65%。金堆城独立工矿区
剥离办社会职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顺利完成。

另悉，6月底前，国有企业要全面
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正式协议
签订工作，已完成正式协议签订工作
的，要尽快确定维修改造方案和费用预算，并启动资
产划转（包括固定资产和维修改造资金）和管理服务
职能移交。8月底前，没有就有关交接事项达成一致
的，各市（区）政府要主动介入协调。2018年年底前
全面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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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5月 30日给陕西照金
北梁红军小学的学生回信，祝他们
和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的来
信我收到了，看了以后感到很高
兴。你们在信中说，村里的老人
常给你们讲照金的革命历史，这
片红色的土地让你们骄傲和自
豪。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

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
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习近平表示，我去过你们的家
乡照金。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关心下，北梁小学即将恢复为
完全小学，同学们上高年级不用
跑远路了，在学校能喝上直饮水、
洗上热水澡。你们说，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这话讲得很好。希
望你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珍惜
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
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照金镇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
州区，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
心。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
曾到照金考察，看望慰问老区干
部群众。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曾是
一所完全小学，2008年教育布局
调整中只保留了一至三年级，今
年 9 月将恢复为完全小学。近
日，该校二年级和三年级的 51名
小学生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了
学习革命历史的体会和学校发展
变化的情况，表达了感恩奋进、早
日成才的决心。

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习近平回信勉励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

近日，延安黄河引水工程黄
延线已基本完成建设，具备向延
安城区供水的条件，预计2018年

下半年正式供水。工程正式投入
使用后，将为延安新老城区每天
增加6万多吨供水。 邵瑞 摄

延安黄河引水工程即将正式供水延安黄河引水工程即将正式供水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
生 殷博华）5月29日，在长庆油田
公司云计算中心机房，该公司信
息中心主任王祥波指着大屏幕上
不同颜色的数据和图表说：“实行
云计算工程后，只要轻点鼠标，就
可对支撑油田生产运行的各种信
息一目了然，仅此一项，每年可为
企业节约数千万元。”

该公司通信处总工程师李世
红介绍说：“长庆油田 2013年开
始实施云计算工程。目前已初步
形成管理云、运营云、运维云。此

前，各生产单位都有一套信息化
系统，采用传统建设模式，存在资
源利用率低、业务上线周期长、能
耗高、运行维护困难、安全风险高
等问题。为此，公司加快了云计
算的建设步伐。”

经过几年建设，该公司把各
单位的信息化系统统一迁移到云
计算中心，实现了“资源高效、统
一运维、集中管理、按需分配”的
新模式。截至目前，用云计算技
术累计为 11个生产单位的 37个
系统开通虚拟机129台。

长庆油田云数据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
习生 殷博华）记者从省政府办
公厅获悉，《2018年工业稳增
长促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于日前正式下发。

《措施》要求，2018年，全
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按增长
7.5%安排。各设区市政府要
在确保完成省考指标的基础
上，努力完成省工信厅下达的
目标任务；进一步强化省、市、

县（区）领导联系和包抓重大
项目机制，继续加强对全省 5
亿元以上工业投资项目的动
态管理和跟踪服务。

《措施》指出，要积极开展
工业品促销。由省工信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
商局等部门负责，对当年竣工
并新投产的重点工业项目给
予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支持；对
以多种形式举办工业品促销
活动，以及对汽车等重点消费

品销售超额完成任务的企业
给予奖补；对重大装备首台
套、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实施奖
励；通过企业配套对接、重大
工程项目采购、专业展会等方
式组织 100场产销对接活动；
借鉴延安模式，支持建设 100
座以上城市便利加油站，扩大
成品油销售；积极组织企业参
加展销活动；建设县、镇、村三
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组织

“农商互联”对接活动；开展工
业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活动，将“陕西制造”“陕西
品牌”做大做强；支持企业参
加境外展会、贸易对接等活
动，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年内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启动

建设一批“海外仓”“陕西商品
展示中心”。

《措施》要求，进一步降低
实体经济成本。由省发展改
革委、省财政厅等部门负责，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
业税费、要素、用工成本合理
下降，全年实现降低企业成本
380亿元；开展涉企收费清理
规范专项行动，完善收费项目
清单管理和公示制度，年底前
实现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零收费”；从 2018年 5
月 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
值税税率从 17%降至 16%，将
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
务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1%
降至 10%；统一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标准，将工业和商业企
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
标准分别由 50万元和 80万元
上调至 500万元，并在一定期
限内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
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
税人，享受按较低征收税率计
税的优惠；对符合条件的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
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
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继续
延长一年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费率政策，对钢铁、煤炭企业
稳岗补贴给予政策倾斜，补贴
额度由 50%提高至 80%；对累
计欠费不超过 5年的企业，给
予签订缓缴协议后申请稳岗
补贴政策；扩大直供电交易，
利用电采暖参与直接交易政
策，推进“煤改电”发展，全年
直供电交易规模达到400亿千
瓦时；继续执行对通行我省高
速公路的载货类车辆给予通
行费减免9%的优惠政策。

——我省《2018年工业稳增长促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发布

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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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5月 29日，由
榆林市总工会主办的 2018年“中
国梦·劳动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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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职
工演讲比赛举行。

活动中，参赛选手用朴实的
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了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
会，讲述了立足岗位的感人故
事，赢得了现场干部职工的阵阵
热烈掌声。

榆林市总工会举办职工演讲比赛

本报讯（郭芳萱）5月 30日，省国防工会召开学
习宣传纪实文学《梁家河》座谈会，并就开展学习活
动进行安排部署。

省国防工会要求，系统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
会干部要通过学习宣传《梁家河》，加深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要把《梁家河》
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必读书目；要做到
对工会干部和工会小组全覆盖，确保广大职工能方
便快捷阅读到《梁家河》；要为系统的全国和省级

“职工书屋”示范点，专职工会干部，省部级以上劳
模、大国工匠、三秦工匠赠送《梁家河》；要把学习活
动下沉到每一个工会小组，开展诵读会、学习交流
会、演讲征文等活动。

座谈会上，中陕核集团、中国航发西航等企业
工会作了交流发言。

召开学习宣传《梁家河》座谈会
省国防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