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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赶超越作出新贡献为追赶超越作出新贡献
喜迎陕西省工会十四大喜迎陕西省工会十四大

昨日，张黎明先进事迹报告
会在西安举行。

张黎明是国家电网天津滨
海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配电抢
修班班长。今年5月28日，中共
中央宣传部在天津向全社会发
布张黎明的先进事迹，授予他

“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广大干部
群众向他学习。

张黎明工作 30 多年来，始
终奋战在电力抢修一线，累计巡
线8万多公里，完成故障抢修作
业近2万次，被誉为电力抢修的

“活地图”。他勇于创
新，先后实现技术革新
400余项，20多项填补电
力行业空白，是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的杰出代表。

会上，报告团成员逐
一走向讲台，用平实的语
言、生动的事例、真挚的
情感，从不同角度、不同
侧面，讲述了张黎明锐意进取、
努力拼搏，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而奋斗的感人事迹和崇

高品格。随后，张黎明登台讲述
了成长中难忘的经历和深刻的
感受。 本报记者 薛生贵 摄

张黎明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张黎明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李廷伟）日前，全
省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西
安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征
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桂出席会
议并指出，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九大以来，全省上下紧贴国防和
军队改革与部队战斗力建设需
要，不断提高兵员征集质量，较好
地完成了征兵任务。他强调，要
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以更
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扎实做好
征兵各项工作。要创新方法广泛
宣传动员，优化服务提升工作质
量，主动作为落实优待政策，全面
提高针对性有效性。要进一步加
强组织领导，形成军地合力，持续
强化督查检查，确保征兵工作取
得实效。

省总工会副巡视员、省征兵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李岳文会后介
绍，今年全国征兵工作从8月1日
开始至9月30日结束。征集对象
以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
以上文化程度青年为主，重点做
好大学毕业生和大学新生征集工
作。女兵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
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男青年征
集年龄为 2018年 12月 31日前年
满18至22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可放宽至 24周岁，初中文化
程度男青年不超过20周岁。女青
年征集年龄为 2018年 12月 31日
前年满18至22周岁。目前，征兵
网上报名工作已经展开，适龄青
年自行登陆“全国征兵网”（http:
//www.gfbzb.gov.cn/），如实填写
相关报名信息，报名截至时间为
2018年8月5日。

全省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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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今年困难群众救补资金已全部下达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9.4%创6年新高
■上半年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97.1%
■第三轮蓝天保卫战督查发现涉气问题1330个
■市场监管总局严查借汛期囤积居奇恶意涨价
■陕西省美丽乡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我省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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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 7 月 30 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六届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第十七次全体会
议在京召开。会议总结了全总
十六届七次执委会议以来的工
作，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任
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主持
会议并讲话。

王东明对今年以来各级工会
以筹备召开中国工会十七大为主
线，以开展调研督查为抓手，各项
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给予充分肯

定。他强调，各级工会要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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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工会组织政治担当，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拓进
取、奋力作为，推动工运事业创新
发展。

王东明指出，各级工会要坚
定不移推进工会系统党的政治建
设，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
任务。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
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
信”，切实履行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的政治责任，确保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工会系统得到不
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王东明强调，实现党的十九
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做好新时代
的职工群众工作，对广大工会干
部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各级工会要采取切实有力措

施，加强工会干部学习培训，引导
广大工会干部加强学习、增强本
领，成为职工群众工作的行家里
手。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问题
导向，系统总结经验，加强转化应
用，提升工会工作质量水平。要
狠抓工作落实，践行工人运动时
代主题，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基本职责，扩
大工会组织覆盖面，增强工会组
织凝聚力，协同推进工会改革和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切实保
持和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把广大职工紧密团
结在党的周围，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作工作报告。

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全总
十六届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
议。未担任主席团成员的省（区、
市）总工会、全国产业工会、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筹备组、
全总部门和直属单位、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工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日
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为烈
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
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对进一步做好光荣牌悬挂工作作
出规范和安排部署。

通知指出，悬挂光荣牌是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弘扬拥军优属
优良传统、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
设的重要举措。各地区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做好

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重要意义，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
制，列支相关经费，周密安排部
署，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悬挂光
荣牌对象准确、档案齐全，于
2019年 5月 1日前完成为既有全
部对象悬挂光荣牌的任务。

实施办法立足扎实推进新时
代军人荣誉体系建设、营造全社
会尊崇军人职业浓厚氛围，将光
荣牌悬挂范围扩大至烈士遗属、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
属家庭和现役军人家庭、退役军
人家庭；规范了光荣牌的样式、
悬挂方式和管理机制，完善了
惩戒措施和建档立卡制度；明
确各地区应结合悬挂光荣牌工
作和本地实际，视情开展送年
画春联、走访慰问和为立功现
役军人家庭送立功喜报等活
动，形成多种优待活动相结合
的工作新模式。

强化工会组织政治担当强化工会组织政治担当 推动工运事业创新发展推动工运事业创新发展

国办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
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张弛 郁琼源）记者从
财政部了解到，2018年上半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比上
年同期均有所提升，利润增幅高于收入 10.9个百分
点，利润增长 21.1%。钢铁、有色、石油石化等行业利
润大幅增长。

营业总收入方面，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277588.6
亿元，同比增长 10.2%。其中，中央企业 161307.7亿
元，同比增长9.9%；地方国有企业116280.9亿元，同比
增长10.6%。

营业总成本方面，国有企业营业总成本 266731.4
亿元，同比增长9.5%，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同比分别增长 6.9%、9.7%和 11.1%。其中，中央企业
152967.7亿元，同比增长9.2%，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
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 5.8%、9.7%和 6.9%；地方国有
企业113763.7亿元，同比增长9.9%，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8.2%、9.6%和14.8%。

实现利润方面，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7176.3亿元，
同比增长 21.1%。其中，中央企业 11134.1亿元，同比
增长 18.6%；地方国有企业 6042.2 亿元，同比增长
26.0%。

从主要行业盈利情况来看，上半年，钢铁、有色、石
油石化等行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均高于收入增幅。

上半年国企利润同比增长21.1%

王东明在全总十六届十七次主席团会议上强调

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人民军
队即将迎来 91 岁生日。仍是“青
春的年华”，仍是“热血儿郎”，三军
将士接过革命先辈手中的军旗，续
写浴血荣光，担当强军重任！

执干戈以卫社稷。新年伊始，
中央军委隆重举行2018年开训动
员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军发
布训令，号召全军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
高打赢能力。号角阵阵、战鼓声
声，一幅恢宏的强军实践画卷波澜壮阔地展开——从
高原边关到海防一线，从东北军营到南国营盘，面临
改革大考的三军将士，闻令而动，士气高昂，练兵备
战，“为了国家的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

军功章有军人的一半，也有军属的一半。“咱当兵
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离开了家乡，就难见到爹
娘。”一家不圆万家圆，关怀戍守岗位的军人，不应
忘记军人背后那个等待团圆的家庭。党的十九大报
告强调“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维护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全国铁
路系统去年8月1日起开展军队人员及其随行家属的
出行依法优先工作，近200个机场目前开设“军人依法
优先”通道……依法优先不仅体现着军人这个特殊职
业的荣誉感、崇高感，更是对军属的关心呵护。一人
当兵，全家光荣，每个默默支持军人的军属和家庭都
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关怀。

光荣同样属于咱当过兵的人。曾献身国防的退
役老兵，祖国没有忘记你们。8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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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第25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
金标准，第28次提高“三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三红”
生活补助标准。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在研究
建立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服务体系。国家越强大，社会
越发展，越不能辜负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退役军
人，不仅是对他们献身国防的肯定，也有利于吸引更
多人才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激励现役军人忠实
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迈向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的征程上，三军将士矢志成为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让军人的风采
在共和国的旗帜上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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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7月
31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
闻发布会，邀请省商务厅新闻发
言人王国龙通报上半年全省商务
工作运行情况。

王国龙介绍说，自去年 4月 1
日挂牌成立到今年6月底，陕西自
贸试验区新增市场主体21248家，
其中企业 17258 户（含外资企业
223户）；新增注册资本4267.95亿
元（含外资14.18亿美元），新增注
册资本亿元以上企业434家。

陕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驶
入快车道。一是“放管服”改革
加快推进。推进 213项省级管理
事权下放或委托自贸试验区，完
善“一口受理、多证合一、多项联
办”服务，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二是自贸试验区投资贸易便利化
水平进一步提升。全面落实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快推
行“多评合一”“多图联审”“一口
受理、并联审批”投资项目审批试
点，审批时限大幅压缩。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和企业
走出去“一站式”服务
平台进一步完善，单项
业务通关平均时间由
过去的 2 个小时缩短
至 40分钟以内。外资

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
办理”系统正式启动，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及变更时间缩短至 3个工
作日内，实现了让“信息多跑
路，企业少跑腿”。三是试点任
务全面推进。165项试点任务已
全部启动，82项已经完成，对上
海、广东等自贸试验区 153项改
革试点经验进行了复制推广。四
是差异化改革和创新案例培育取
得初步成果。经第三方机构评
估，形成陕西特色的改革创新案
例 118个，首批 18条制度创新成
果已在全省复制推广，其中“铁
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模式”创
新案例被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推广。

消费市场稳步增长持续向
好。据省统计局统计，上半年全
省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202.58亿
元，同比增长 11%。按经营单位
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
3686.93亿元，同比增长 10.7%；乡
村515.65亿元，增长12.6%。按消

费形态分，餐饮收入 448.71亿元，
增长 14.3%；商品零售 3753.88亿
元，增长10.6%。

对外经贸运行保持快速增
长。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
1718.7亿元，居全国第16位，同比
增长 43.5%。其中出口 1061.3亿
元，增长 55.3%，进出口全年 12%
的增长目标有望完成。进出口、
出口、进口增速分别列同期全国
第2位、第1位、第6位。对外经济
合作方面，前 6月，全省新设境外
投资企业18家，中方实际投资3.3
亿美元，同比持平；全省对外承包
工程完成营业额 15.96亿美元，居
全国第10位，西部第2位；对外承
包工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
成营业额 10.84亿美元，新签合同
额 5.93亿美元，分别占全省总额
的67.92%和89.04%。

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上
半年，全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18
家，同比增长45.68%；合同利用外
资 17.98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3.97亿美元。据商务部统计，今
年前5月我省实际利用外资7.5亿
美元，同比增长145.5%，居全国第
10位，中西部第 2位。实际引进
内资 5134亿元，增长 14.3%，完成
全年目标的58.7%。

陕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驶入快车道
形成改革创新案例118个

7月31日11时，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十一

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
定轨道。这是高分十一号卫
星准备发射。 曹阳 摄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日
前，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印发
《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
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
新时代”活动的通知》，对在广大
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
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
作出部署。

《通知》指出，近年来，习
近平总书记对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明
了爱国奋斗精神对当代中国的重
大意义，对在全社会弘扬爱国奋
斗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广大
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
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
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加强团结引领服务
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对于把各
方面优秀知识分子集聚到党和人
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形成不懈奋
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具有
深远意义。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要全面加强宣传解读，在
广大知识分子中迅速兴起学习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的热潮。要组织
深入学习研讨，切实增强对新时
代爱国奋斗精神、党和国家奋斗
目标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
认同。要抓好专题研修培训，将
爱国奋斗精神作为知识分子国情
研修、业务培训的重要内容，列入
研修培训大纲和课程模块。要发
挥典型引导作用，积极开展践行
爱国奋斗精神先进群体和个人选
树工作，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要开展岗位践行活动，把开展活
动与激发知识分子创新创造活
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的
奋斗激情，引导广大知识分子扎
根人民、奉献国家。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要按照《通知》精神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主体责任，注重分类指导，加强督
促检查，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
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