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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在查看成品油管道检验人员在查看成品油管道

7月26日，在延长石油（集团）管道运输公司第五分
公司铁路转运站内，西安特检院一名检验人员的衣服被
汗水浸透。

高温之下，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的检验人员坚
守一线，对石油企业的压力管道进行检验，为企业生产
和汽油、柴油的运输安全保驾护航。 邵瑞 摄

高温天气特检忙

陕西28条措施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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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月
27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主题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从单
证办理、通关便利化、口岸建设
和外汇管理等七个方面，制定了
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28
条措施。

为更好服务企业，提出减少
申报材料、减少审批环节、减少企
业跑路、申报事项推行无纸化、申
报信息推行表格制和审批结果
推行网上签等措施提速进出口
单证办理。

在通关便利化方面，通过不
断优化通关流程、全面推行报关
报检和施检无纸化、实行货物预
检验制度、降低进出口动植物抽

检频次、实施审单放行改革和提
高保税货物流转效率等措施进一
步提升通关效率。

针对口岸建设，我省将加快
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
和应用，提升铁路口岸运行效率，

促进中欧班列高效运行，助推陆
运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和空运进口
肉类指定口岸建设，促进航空口
岸在延安、榆林两市开放，筹划申
请设立植物种苗进口指定口岸。

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我

省将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已明确
的取消或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承
诺，简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
更程序，在全省推行外商投资商
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

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明
确已出台的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
措施外资企业同等适用。加快产
业布局，促进外商投资，加快推进
宝鸡和阎良新设综合保税区建设
和验收。

本报讯（苏宇）笔者近日获
悉，为进一步规范电网企业收费
行为，减轻电力用户用电负担，
优化省内营商环境，按照国家
统一部署，省物价局日前发出
通知，多措并举落实电网环节
清费减负政策。

取消电
网企业部分
垄断性服务
收费项目。
通知明确，
电网企业提

供的输配电及相关服务发生的
费用应纳入输配电成本，通过
输配电价回收，不得再以其他
名义向电力用户变相收取费
用；取消电网企业向电力用户
收取的变电站间隔占用费、计
量装置校验费、电力负荷管理
终端设备费等收费项目；取消
可以纳入供电基本服务的电卡
补办工本费、复电费、更名过
户费等收费项目，以及与之服
务内容相似的其他垄断性收费
项目。电网企业同一年度为电

力用户提供计量装置校验、复
电服务超过三次且不属于电网
企业责任的，由电力用户承担
相关费用。

加快退还电力用户临时接
电费。我省电网企业已不再向
电力用户收取临时接电费。对
此前已收取的临时接电费，
省内电网企业要于 2018 年 7 月
底前全部退还给电力用户，确
因电力用户销户等原因无法退
还的，电网企业应在营业网
点、当地主要媒体上依法公

告，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
处理，在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
仍无法退还的，冲减电网企业
输配电准许收入。此外，我省将
进一步落实减免自备电厂系统备
用费政策。自 2018 年 8 月 1 日
起，接入陕西电网和榆林电网的
所有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标准统
一降低为每千伏安每月 5元，可
较大幅度减轻企业费用负担。

通知明确，对于减免政策未
落实到位的，省物价局将依法严
肃查处。

全省多措并举落实电网环节清费减负政策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陕西调
查总队获悉，上半年，我省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均值为50.6%，其中6月PMI
为 50.2%，连续第 22个月位
于临界点（50%）之上。业内
人士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艰难时期，制造业保
持近两年的扩张区运营，说
明陕西制造业生产发展的
基础稳固。

从分类指数看，1 至 6
月，我省制造业生产指数和
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3.5%和
51.1%，均处于扩张区间，
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从企
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0.7%，高于中型企业和
小微型企业，奠定了制造
业平稳发展的基础。从产

业发展看，装备制造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 PMI 均为
51.2%，稳定处于扩张区，
带动全省工业结构持续优
化、高质量发展。

工业生产者价格低进
高出。上半年，全省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7%，涨幅高于全国；购进
价格同比上涨 3.9%，涨幅低
于全国；工业企业生产经营
盈利空间呈扩大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我省制
造业 PMI虽然保持连续 22
个月在扩张区运行，但 6月
仅为 50.2%，接近临界点，并
已连续两个月呈下降态
势。市场需求乏力，对制造
业增长的支撑力量有限，说
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阵
痛期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我省制造业生产发展基础稳固

■中央财政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
■我国“一箭双星”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卫星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开展劳模休养活动
■明年全省地方病患者将全部纳入慢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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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喜迎陕西工会十四大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一个通过工程机械联网监测
开工率和企业还款能力的想法，
让三一重工发现了工业品服务的
大市场；为了解决服装库存，青
岛酷特智能探索出产品个性定制
和柔性生产、数字管理，从服装
加工变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
商……

走进经济一线就会发现，企
业经营中不乏一些耳目一新的创
新，为转型突围带来先机。这些
创新成果，拓展了市场空间，绽放
出“别样的风景”。梳理一下，不
难发现，创新大多源自融合与跨
界带来的“魔力”。

“融”的是信息科技。通过
物联网技术将工业品维护的门槛
降低，三一重工孵化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树根互联”在1年多订
单翻了多倍；基于智能生产，服
装品牌报喜鸟生产效率提升超过
6 倍……信息技术深度渗透实体
经济，对生产方式、产品品质等进
行重塑。有数据显示，智能化改
造和运营模式革新使企业生产效
率平均提升超 30%，运营成本约
降20%。

“跨”的是产业、行业的边
界。如果说曾经的“多元化发展”
更多为了平衡风险、降低成本，那
么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侧重于从跨界本身寻找价值
增量。以海尔为例，从做产品到孵化创客，如今，海尔
平台上聚集200多个小微公司，其中100多个小微公
司年营收过亿元。

当前，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任务紧迫，这些“别样
创新”可以给人们以借鉴。

我国拥有超过1亿户的市场主体，其中蕴藏着巨
大的创新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需要营造更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营造
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更加需要
发挥创新和实干精神，从源头活水中获得灵感，汲取
力量，推动创新实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创新氛围的浓郁、创新
意识的加强、创新成果的涌现，中国经济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

本报讯 （毛浓曦） 笔者日
前慕名走进华阴市民营企业天祥
医药公司工会，工会主席张冰心
在介绍情况时言简意赅：“一楼
门口，除了公司、大药房的牌
子，还有我们工会的牌子；四楼
里面是工会办公室，也是职工之
家，外面大房间，既是每日一课

的教室，也是员工活动的
场所。”谈工作，张冰心
如数家珍，“我们要把工
会办成人才培养的基地、
员工生活的乐园、面向社
会的窗口。”

张冰心是华阴市总工
会打造“站起来能讲、坐

下来能写、下基层能干”工会干
部的一个缩影。作为这家有着15
个分店、116名员工的医药零售
企业的工会主席，她在干好本职
工作之余，还肩负着给新员工讲
授礼仪课、讲工会各种文稿的写
作以及如何组织活动等。

去年，华阴市总工会提出，

夯实基层工会工作，增强基层工
会组织吸引力凝聚力，要依靠一
支能文能武的工会干部队伍。

“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政策水
平，怎么上传下达、引导职工？
如果没有动手能力，怎么落实工
作、和职工打成一片？因此，我
们提出了‘三能’培养目标。”
华阴市总工会主席夏养茹说。

2017年 8月，华阴市总发出
《关于开展以提高工会干部素质
造就“三能”干部队伍的实施意
见》。意见提出，“站起来能
讲”，是要求工会主席能讲工会
课，此外，基层工会要有投影
仪、课件、资料、照片等讲课的

条件和记录等；“坐下来能写”，
是要求工会干部会写基层工会的
人和事，能写调研报告、先进经
验等；“下基层能干”，是要求工
会干部能够组织开展四季送、劳
动竞赛、工资集体协商等各项具
体工作与活动。

华阴市总首先确定了具有较
好工作基础的天祥城关药店、岳
庙街道、华岳中学、市自来水公
司等 4个不同性质单位工会作为
试点，根据各自实际进行分类指
导。市总负责人分别包点，设计
活动，制定措施，使“三能”干
部的打造落实到具体活动、工
作、制度中去。取得经验后，华

阴市总又召开现场会，将示范点
的做法向各镇（街道）、系统、直属
工会推广。当年底，华阴市总展
开专项检查验收，并将其列入工
会的重点工作进行考核，对不能
按时建成“三能”工会的实行一票
否决，对优胜单位兑现奖励。

作为一项提升干部素质的长
期工程，“三能”工会干部的打
造自启动至今，效果明显。各基
层工会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工
作方法多了，制度健全了，活动
丰富了。在市总，各项重点工作
扎实推进，职工互助保障、统计
年报、厂务公开等多项工作获得
省总奖励。

据《人民日报》 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日
前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从 2018年 8月 1日
起，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
准、“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
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
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
员）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 10%，在乡
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
高1200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
每月390元提高至44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
承担。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
每月500元提高至550元、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生活补

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550元提高至 600元，农村籍
老义务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月增加补助5元，达到
每月 35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
比例承担。

提高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
金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 80140元、77610元、75060
元，分别比 2017 年提高了 7290 元、7060 元、6820
元。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
抚恤金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 25440元、21850元
和20550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
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
每人每年55570元、55570元和25070元。

据了解，往年通常在 10月 1日提高部分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标准，今年将提
标时间提前到8月1日，主要考虑到广大军人军属和
退役军人对“八一”建军节的特殊情感，体现党和
政府对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关心关爱。自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已第二十五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
抚恤金标准，第二十八次提高“三属”定期抚恤金
标准和“三红”生活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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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能讲站起来能讲、、坐下来能写坐下来能写、、下基层能干下基层能干””

下月起国家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基层工会干部的工作方法多了，制度健全了，活动丰富了

华阴市总夯实基层基础，打造“三能”干部队伍

7月28日，游人在洛南县巡检镇巡检街社区花海
小木屋休闲区游览。

近年来，巡检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鼓励村民
利用自家空闲房屋开办民宿、农家乐等，以资源资
产入股的形式参与村集体或企业乡村旅游经营活
动，让无人问津的偏僻乡村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好
去处。 陶明 摄

鲜花木屋惹人醉鲜花木屋惹人醉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印发《坚
决打好工业和通信业污染
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提出到2020年，规模以
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比 2015年下降 18%，绿色
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占比大
幅提高。

工信部提出要实施长江
经济带产业发展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推动河北省等重点
区域城市钢铁企业通过彻底
关停、转型发展、就地改造、
域外搬迁等方式实现转型升

级。2020年底前，河北钢铁
产能控制在2亿吨以内。

工信部将强化“散乱
污”企业综合整治，加快推
进绿色智能改造提升，培育
一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加大原材料、装
备、消费品等重点行业智能
制造推广力度。此外，还将
推广新能源汽车，联合相关
部门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
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
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
配送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
洁能源汽车。

我国将加快制造业绿色化转型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近日，省公安厅、省人社
厅印发《关于开展全省保安员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
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鼓励各市保安协会积极参与，各保
安从业单位为主体，健全职工培训制度，制定培训计
划，利用“互联网+职业培训”模式，使广大保安从业人
员通过培训成长为高技能人才。到 2020年底，初、中
级保安员争取达到 20000名左右，高级保安员以上人
员占持证人员 20%以上，基本建成结构合理、满足社
会安全需求的保安服务人才体系。

我省将开展保安员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