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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西安市总工会启动“五送”活
动——送清凉、送安全、送健康、送法律、送
文化。

当日，新城区总工会 2018 年送清凉活

动也同时拉开帷幕。据了解，该区总将向44
家企事业单位的5500余名职工发放价值40
余万元的防暑降温物品。图为环卫工人喜
领防暑礼包。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
生 殷博华）7月 19日，省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办陕西省 2018 年上
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邀请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
统计师张烨介绍相关情况。

张烨介绍说，经初步核算，上
半 年 ，我 省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10702.55亿元，同比增长 8.6%，高
于全国1.8个百分点。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506.26 亿元，增长
3.4%；第二产业 5219.47亿元，增
长 9.0%；第三产业 4976.82亿元，
增长8.7%。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上半
年，全省规上工业实现总产值同
比增长14.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9.7%，较一季度加快0.2个
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加快1.8个百
分点。

从主要行业看，能源、非能源
工业增长均加快。上半年，全省
规上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3%，较上年同期加快 2.3个百
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由
负转正，由上年同期下降 1.1%转
为增长 17.6%。非能源工业增长
9.1%，加快1.3个百分点；其中，烟
草制品业由下降 9.3%转为增长
9.6%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增 长

14.3%，加快 5.8个百分点；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9.5%，加快
16.9个百分点。

从产品产量看，煤、油、气等
主要产品生产向好。上半年，原
煤产量同比增长15.9%，较上年同
期加快6.6个百分点；天然气增长
6.2%，加快 5个百分点；天然原油
由上年同期下降 1.9%转为增长
0.9%；卷烟由下降 8.4%转为增长
6.8%；钢材增长 16.8%，汽车增长
6.1%，发电量增长5.1%。

从经营效益看，企业利润持
续高速增长。1-5月，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0%，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5个百
分点；亏损面 18.7%，较上年同期
收窄0.9个百分点；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中的成本为77.89元，减少
0.87元；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
率12.7%，提高1.7个百分点。

建筑业加快增长。上半年，
全省建筑业增加值 855.93亿元，
同比增长15.3%，较上年同期加快
0.5个百分点。资质以上建筑企
业 总 产 值 2872.22 亿 元 ，增 长
15.7%。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共签
订合同额 10187.87 亿元，增长
14.8%。

投资持续较快增长。上半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增长12.9%，较一季度、上
年同期分别回落0.2和1.3个百分
点，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9个
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24.2%，较上年同期加快 20.8个百
分点，创2015年以来新高。

商品房待售面积回落。上半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513.87 亿
元，同比增长 11.1%，较上年同期
回落 5.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
面 积 1829.73 万 平 方 米 ，增 长
11%，回落17个百分点。截至6月
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779.80万平
方米，由上年同期增长25.8%转为
下降18.4%。

财政收支运行良好。上半
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 1229.98亿
元，同比增长 12.3%。其中，各项
税收 977.07亿元，增长 26.1%，占
地方财政收入的 79.4%，提高 8.7
个 百 分 点 。 完 成 财 政 支 出
2892.55亿元，增长11.9%。

金融机构存贷平稳增长。6
月末，陕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
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6.5%，较年初
新增 1860.99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增长 12.1%，较上年同期加快
0.5个百分点；较年初新增2318.44
亿元。

陕西上半年实现生产总值10702.55亿元
同比增长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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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元一盒的救命药，吃，还
是不吃呢？

救命药昂贵，仅仅是硬币的一
面。如果国外有某种疾病的特效
药，但国内却没有上市，花再多钱
也买不到，这样的“短缺”，是否让
患者更痛呢？

最近，随着电影《我不是药神》
热映，进口抗癌药买不起、买不到
等现实问题引发热议。“我只是想活
着，有错吗？”电影中，白血病患者的
一句话，让不少观众闻之泪目。

实际上，这一社会痛点也是党
和政府念兹在兹的关切。抗癌药
降价保供的相关措施，一直在发
力。高价药纳入医保、进口抗癌药
零关税、加快新药审批、专项招标
采购……为了让百姓用得起、用得
上抗癌药物，有关部门打出了一套
组合拳。

对癌症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
命！政策出台了，还要尽快落地。
当前，市场反应滞后，税降价不降，
终端药价“慢半拍”，固然受到多重
因素影响，但打通“中梗阻”确实刻
不容缓。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理顺药物价格的每个环节，树立正
确利益导向，让新药、好药能够顺
利写进医生的处方单，药价下降的

“反射弧”才会尽可能缩短，病人的获得感才能来得更
快更实在。

中国人口基数巨大，患者数量众多，仅仅依赖于进
口抗癌药不是长久之计。解决“药少”“药贵”的终极

“药方”，还在于国产抗癌药的创新和研发要“雄起”。
就在电影院里的观众看得热泪盈眶的时候，许多

医药科研人员正夜以继日地攻关研制新药，他们凭的
是医者仁心，为的是点燃患者希望。中国医药的自主
创新之路，虽然任重道远，但只要咬定目标走下去，汇
聚各方力量干起来，就总能抵达目的地。

破解抗癌药困境，一靠改革，二靠创新，这两位
“药神”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

全省各级工会开展夏季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全省各级工会开展夏季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实习

生 殷博华）7月 19日，记者从省
气象局获悉，7月 20日至 21日，
关中南部、汉中东部、安康有
35℃以上高温，西安、渭南南部
局地可达 40℃以上。按照省总
工会 《关于加强夏季安全生产
和防暑降温工作开展“送清
凉”活动的通知》 要求，目前
全省各级工会正在开展夏季劳
动保护监督检查。

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杨景龙表示，各级工会要在暑
期对高温作业危害较重的生产
作业场所进行一次普遍走访调
查，对发现的问题要督促企事业
单位及时整改。要推动企事业单
位改善作业环境，保障防暑降温
设施正常运转，合理安排或缩短
户外作业时间，适当延长午休时
间，坚决避免因高温超时、超负
荷工作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及职业危害。
根据省人社厅下发的《关于

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通
知》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40℃
以上，应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
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
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
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
得超过 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
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
时段 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

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
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
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
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
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通知》规定，用人单位不
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及温度在33℃以上的工作
场所作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
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
的，应当向劳动者按标准发放高
温津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天25
元，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至9
月30日。

另悉，7月22日至25日，关中
南部、陕南东部有 35℃以上高温
天气。7月 26日，全省以多云到
晴为主，7月27日至28日，全省有
一次小到中雨天气。

■280名全国人大代表进京参加履职学习
■上半年全国出入境人员达3.1亿人次
■上半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
■陕西获中央预算内投资165.18亿元
■我省中小企业“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
■陕西卫生计生审批服务将“一网通办”
■我省加大力度打击食品安全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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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达到40℃以上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本报综合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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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将于 7月 20日-21日在中
国职工之家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68位职工选
手参赛，前12名选手将参加总决赛。届时中工网将进
行图文、视频和微信端的联合直播。

据悉，为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
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今年 1月，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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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工演讲比赛的通知，
让职工群众用演讲形式讲述学习贯彻的心得体会，讲
述立足岗位为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而奋力拼
搏的感人故事。

本次活动从今年 1月开始一直持续至 8月，其中
1月至 5月为初赛阶段，6月至 7月为选拔赛阶段。

全国职工演讲比赛决赛今日开始

本报讯（记者 焦晓
宁）7 月 19 日，省国防工
会召开一届六次全委会，
选举产生了国防系统出席
陕西省工会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代表，审议通过了省
总工会十四届工会委员会
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
选人。

省国防工会选举产生
出席省工会十四大代表
57名，其中基层工会干部
和一线职工代表 48名，女
代表 13 名。在代表候选
人初步人选推荐提名和代
表正式选举过程中，省国
防工会严格按照《中国工
会章程》和省总工会要求，
充分发扬民主，反复酝酿，
所有人选均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征求了相关部门意
见，确保了严把人选的政
治关、廉洁关。代表的产
生符合程序规定，结构比
例符合省总要求。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
吴志毅表示，省工会代表
大 会 是 五 年 一 次 的 盛
会，国防系统代表将肩
负全系统 30 万职工的重
托，忠实履行职责，为
推动我省工运事业创新
发展建言献策。

吴志毅强调，上半
年，省国防系统各级工会
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聚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和陕西“追赶超越”，
精心谋划，主动作为，不
断创新工作方式和途径，
凝聚起了广大职工群众
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出
色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他要求，下半年要继
续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地落实，在职工中深入
开展十九大精神进企业、
进车间、进班组活动；要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把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
班的回信结合起来，与学
习宣传《梁家河》结合起
来，引导广大职工坚决听
党话、跟党走；要做好劳
模选树工作，打造好陕西
军工劳模服务团品牌，发
挥好劳模的示范引领作
用；要不断深化推动群众
性技术创新活动，切实做
好服务职工工作，持之以
恒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切
实提高工会干部服务职
工的本领。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月
19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陕西调
查总队获悉，上半年，陕西居民消
费价格（CPI）累计上涨 2.0 %，涨
幅较上年同期扩大1.0个百分点。

上半年，我省涉及居民消费
价格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
格全部上涨，其中，医疗保健、居
住、生活用品及服务、食品烟酒类价

格同比分别上涨5.8%、2.6%、2.0%、
1.6%，其他用品和服务、教育文化和
娱乐价格同比均上涨 1.1%，衣着、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0%、0.8%。在 CPI 上涨的 2.0%
中，医疗保健、居住和食品烟酒
价格共同拉动CPI价格上涨 1.55
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 77.2%，是
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

上半年我省CPI累计上涨2.0 %

本报讯 （潘璐璐 杜小燕）
笔者日前从省人社厅获悉，自
2019年1月1日起，陕西省级医保
待遇将全部转入社保卡。

据了解，省医疗保险管理中
心、省人社厅信息中心近日与社
保卡合作金融机构明确了参保人

员激活社保卡金融功能的具体事
项和补办社保卡的相关程序，同
时参保人员可免费接收信息提醒
服务。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发出
通知，要求省级参保单位引导参
保人员完善个人信息，并尽快到
发放社保卡所属银行的营业点激

活金融功能。今后，省医保业务
系统将与参保人员社保卡关联，
医保待遇将通过社保卡直接发放
给参保人员，参保人员在报销时，
不再需要提供银行借记卡及身份
证复印件等，让广大参保人员享
受到更多便捷服务。

明年起省级医保待遇将直接发放到社保卡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7月
19日，铜川市工会第十三次代表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
幕。铜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耀民当选铜川市总工会第十
三届委员会主席，付护省、赵
秋杰当选副主席，解锋当选兼职
副主席。

铜川市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
张耀民当选主席

7月17日，酷热的天气让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动车段检修库内异常闷热。为
确保旅客清凉出行，职工刘梦
轩对动车空调冷凝器散热装置

进行清洁。
据了解，暑运期间，西安动

车段每昼夜要检修60余组动车，
对500余台空调机组进行保养与
维护。 王曙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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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文化项
目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陕西省
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白阿莹，陕
西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一
行视察新落成的周文化遗产展示
景区——周原文化景区。

中国·周原景区是陕西省
委、省政府按照唯一性、至高
性、标志性的原则确立的全省三
十个重大文化项目之一，填补了

我省周秦汉唐文化中没有周文化
展示平台的空白。该项目是我省
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资源优势转
变的一个范例，必将促进文化旅
游业快速发展。

周原文化景区位于宝鸡市岐
山县县城西北，与法门寺、太白
山等景区毗邻，总规划面积 6.5
平方公里。周原文化景区在保护
性开发周文化遗址的理念下，依

托周原遗址、周公庙景区等现有
文化遗存，以“周文化”为主要
脉络，深入挖掘“礼乐”“周
易”“诸子百家文化”等文化要
素，建设开发祭天坛、百家姓
坛、诸子百家园、周王城、周易
文化馆等集观光与体验于一体的
旅游项目，构筑中华周文化旅游
核心目的地和中华民族文化寻根
溯源圣地。

周原文化景区填补我省周文化遗产展示空白
陕西三十个重大文化项目又一处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