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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陇海铁路渭河大桥抢险工作紧张有序
推进。

近期，由于持续降雨，渭河咸阳段水位猛涨，造成
陇海铁路渭河大桥多处承台、桩基裸露，致咸黄三线
线路封锁。险情发生后，中铁七局快速响应，组织人
员第一时间开展抢险工作。 韩正阳 摄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8月 7日，省公安厅网络
安全执法检查组对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进行网络安全执法检查并反馈了检查意见。

据了解，省公安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的网络
安全执法检查，是以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大数据
安全为重点，要求相关单位加固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网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省公安厅开展网络安全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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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炜）8月8日，省总工会脱贫攻坚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张永乐一行，深入安康市汉滨
区谢坝村调研检查工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为更好发挥省总工会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
坚一线作用，扎实推进谢坝村的精准识别、精
准帮扶、精准退出工作，巩固 “支部+处级干
部+贫困户”模式帮扶效果，按照《陕西省贫
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办法》（陕办发
〔2018〕 12号）要求，省总对帮扶村的驻村帮
扶干部实行期满压茬轮换。这次和张永乐一同
进行调研的还有省总工会组织人事部部长贺娟
等，贺娟将作为第一书记留驻谢坝村开展脱贫
攻坚工作。

压茬选派驻村干部助力脱贫攻坚
省总工会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8月8日，省总直属
机关党委开展纪律教育专题党课活动。省社会
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廉政
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郭兴全教授作了题为《强化
纪律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专题党课辅导。省总机关、省级产业工会和省
总直属企事业单位 100余名党员干部现场聆听
了讲座。

据悉，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加强
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的要求和中纪委二次
全会精神，省总直属机关党委开展了纪律教育
学习宣传月活动。通过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话剧
《共产党宣言》，开展冯新柱案“以案促改”警示
教育活动，组织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

“纪律要求什么、约束什么？我该做什么、怎么
做？”大讨论，开展纪律教育知识测试等系列活
动，引导党员干部敬畏纪律、严守纪律，把党的
纪律刻印在心、见之于行。

郭兴全结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效、新时代反
腐斗争面临的问题分析、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的主要原因、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新定位新部
署以及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新动向新作为等五
个方面，通过大量发生在身边的鲜活案例，给省
总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内容生动、丰富的纪律教
育专题党课。

与会党员干部深受触动、警醒和教育，纷纷
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要认真学习领悟《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提高
廉洁意识，坚守做人底线，在守纪律、讲规矩上
作表率，自觉把纪律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为
圆满完成工会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专题党课前，全体党员干部还观看了警示
教育视频。

省总直属机关党委

开展纪律教育专题党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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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新闻报道把西藏军区
一个边防团的生活呈现在公众面前。

日常六七十斤负重、动辄上百公
里巡逻，在峭壁、冰河、雪山、森
林之间穿行……世界屋脊的最险
处，几十年来，一代代边防官兵在
这里守卫边境。鞋袜浸血、积劳成
疾是常态，还有的人，甚至把生命
留在了雪山密林间。

“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
权守丢了”，是每个战士到那里时立
下的誓言，短短的一句话是他们对
国家和历史的担当，此中勇毅，令
人动容。

有人说，这不过是职责使然罢
了，既然选择了当兵，就要做好戍边
的准备。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个时代，
大多数青年的工作似乎都是“职责使
然”。作为医生，看病问诊是职责所
在；做警察，保一方平安，理所应当；

理财务、从事科研、扫马路……一个
“职责使然”似乎全都能概括。

可依我看，“职责使然”这四个
字里有深意，恰恰就藏着青年的历
史担当。

记得自己刚走上编辑岗位时，
一位前辈和我说：“做工作一定要‘雁
过留声’。”什么是“雁过留声”，那时
的我不明白。

她接着说，一个人做一份工
作，要是把这份工作的里里外外都
摸明白、吃透彻了，总能找出自己
发挥特长的地方来，或是工作模
式，或是工作流程，点点滴滴的细
节里，你付出了、思考了，哪怕只
是每天比别人多改几个标点符号，
那么这份工作里就有你的痕迹，别
人也就能记得住你、想得起你。以
后，当你自己回忆起来，才不会

“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雁过留声”，就是把岗位的职责

尽到底。做官的，廉洁奉公；经商的，
诚信为本；干企业的，质量优先……
不论是什么工作、身处何处，踏踏实
实地做好本职工作，都算是为社会作
贡献。再有余力者，在生活中面对弱
者帮上一把，看见不平吼上一声，那

便是更有担当作为。
1916年，李大钊曾在《新青年》上

疾呼，希望青年人能“冲决历史之桎
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
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百年间，无
数青年不怕艰险、无畏牺牲，用一
腔热血寻出一条道路，让沧桑中国
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今天的青年多不再需要付出生命的
代价去推动历史进步，但无论身在
何方，对职责的分毫努力，都会留下
历史的印记。

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完全小学副
校长格桑德吉，16年来走悬崖、溜铁
索，在泥石流、山体滑坡频发的道路
上往返，走蜿蜒崎岖的山路小道家
访，为的是完成自己作为一名教育工
作者“控辍劝学”的职责，村民们亲切
地称她是“护梦人”。就像西藏军区
边防团的战士们一样，虽然有一天人
们可能不再说起他们的故事，但“山
知道我，江河知道我”，他们永远在历
史中。

历史很大，个人很小，但这一大
一小之间却有断不开的联系。守护
好自己的一份责任，就是一个人对历
史最好的担当。

“职责使然”是担当
·巨云鹏·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8日称，为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使
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今年将
围绕 27项工作要点推进降低企业
杠杆率工作。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
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
部门联合印发的《2018年降低企业
杠杆率工作要点》，将建立健全企
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作用，
加强金融机构对企业负债的约束，
完善国有企业资本管理机制，健全
企业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

大型企业债务风险联合处置机制。
工作要点明确，将深入推进市

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壮大实施机
构队伍、增强业务能力，拓宽实
施机构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
投向降杠杆领域，完善转股资产
交易机制，开展债转优先股试
点，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与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加强转股
股东权益保障。

根据工作要点，将加快推动
“僵尸企业”债务处置。完善“僵尸
企业”债务处置政策体系，破除依
法破产实施障碍，完善依法破产体
制机制。

工作要点指出，要协调推动兼
并重组等其他降杠杆措施。积极
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多措并举盘活
企业存量资产，有序开展资产证券
化，多方式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积
极发展股权融资。

根据工作要点，要完善降杠杆
配套政策。稳妥给予资本市场监
管支持，提高国有资产处置效率，
加强会计审计业务指导。做好降
杠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
指导重点行业和地区开展降杠杆
工作，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带动作
用，强化监督约束确保有序开展，继
续做好宣传与舆论引导工作。

五部门明确今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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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总基层工作部部长金善文讲话

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入会工作研商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8月
1日，全总基层工作部在西安就推
进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入会工
作组织研商。北京、广东、陕西等
16个省（区、市）总工会，西安市和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门负责人就
“八大群体”
入会工作进
展、存在的问
题以及下一

步工作打算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全总基层工作部部长金善文

主持会议并讲话，陕西省总工会
副主席赵霞致辞。

金善文传达了全总领导对推
进货车司机等群体入会工作的批

示精神。他指出，各级工会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政治担
当，站在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和群众基础的高度，最广泛地把
包括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就业群
体在内的广大劳动者吸纳到工会
组织中来。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强化维权服务，加强协同配
合，全会一盘棋推进工作，使货车
司机等群体真正感受到工会组织
的温暖，团结引导广大职工听党

话、跟党走。
今年 3月初，全总下发了《推

进货车司机等群体入会工作方
案》，要求各级工会把推进货车司
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
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
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八大群
体”入会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
精心部署，大力推进。河北、浙
江、西安、贵阳等10个地方总工会
成为开展“货车司机入会集中行

动”试点单位。
据悉，2018年，陕西省总把推

进“八大群体”入会工作作为全省
工会组织建设的重点工作，成立
了领导小组。5月份，省总制定了
2018年“八大群体”入会工作目标
任务。7月 26日，西安市总举行
了“八大群体”入会集中行动现场
推进仪式。本月，陕西省总将与
交通运输工会联合开展货运司机
集中入会仪式。

8月7日，国家电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工作人员在陕北
风电基地750千伏集中送出工程定（边）靖（边）—榆（林）
横（山）段进行架线作业。

近日，我省投资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输变电工
程——陕北风电基地750千伏集中送出工程开始进行架

线施工作业。该工程总投资50.3亿，涉及榆林、延安、铜
川、咸阳、渭南、西安6市22县市区，建成后将满足陕北电
力送出、新能源消纳和关中地区电力供应需求，同时还将
加强陕西750千伏主网架、提高陕北至关中断面送电能
力、带动陕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刘潇 摄

陕西投资规模最大输变电工程开始架线施工

本报综合消息 8月 7日，中国工
业摄影协会举办的“纪念中国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全国工业摄影精品展”
在辽宁美术馆开幕。

《天眼》《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
《雪域筑天路》《筑梦新时代》《飞鲨掠

影》……这次展览展出的 150余幅精
品佳作，记录了奋战在一线的大国工
匠创新创造和忘我奋斗的感人场面，
展示了我国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和
美丽中国的绚丽画面。沈飞集团职
工徐树华在展览现场动情地说：“这

次展出的《飞鲨掠影》就是我拍的，它
展示的不仅仅是我国舰载机的雄姿，
也是改革开放 40年来国家繁荣富强
的缩影。”

据了解，展览还将在北京、深圳、
西安、成都等地举行巡展。

全国工业摄影精品展开幕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 刘慧）记者从多家基金
公司获悉，首批养老目标基金6日获得证监会批文。首批拿
到养老目标基金批文的基金公司有南方基金、华夏基金、嘉
实基金、广发基金、博时基金等14家。

据介绍，目前养老目标基金的投资策略主要分为两大
类：目标日期策略和目标风险策略。目标日期基金以投资
者退休日期为目标，根据不同生命阶段风险承受能力调整
投资配置。目标风险策略是要在不同时间保持资产组合的
风险恒定，投资者可在自身风险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风格相
符的目标风险基金。

以华夏基金获批的养老目标日期基金为例，它是为
2040年前后退休人群的养老投资需求而设置的产品。华夏
基金表示，在完成必要程序和准备工作后将尽快进入正式
发行阶段。

今年 3月，证监会正式对外发布《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
金指引（试行）》。4月，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开展个人
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养老金税优政策开
启试点，探索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公募基金作为个人商
业养老账户的投资范围，将在2019年5月对接个人账户。

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批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 罗争光）记者8日从民政
部获悉，日前已出台部门规章《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并
对外公布，将于 2018年 9月 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慈善组
织公开募捐、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
来等情况，要向社会公开。

办法明确，慈善组织应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信息
公开的范围、方式和责任；应当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
广告推广等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根据办法，慈善组织应当公开的信息包括：办法规定的
基本信息；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公开募捐情况；
慈善项目有关情况；慈善信托有关情况；重大资产变动及投
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来、关联交易行为等情况；法律
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办法同时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还应按
年度公开在本组织领取报酬从高到低排序前五位人员的报
酬金额，并公开本组织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用、招待费用、差旅费用的标准。

办法还规定，慈善组织不及时公开应当公开的事项或
者公开的事项不真实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可以向民政部门
投诉、举报。民政部门可以要求慈善组织就信息公开的相
关事项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进行约谈，并向社会公开。慈
善组织在信息公开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
的，民政部门应当进行记录，并将相关情况通报有关部门，
根据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9月起慈善组织公开募捐、
重大资产变动等情况须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