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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二
十局市政公司职
工通过电视、网络
等媒体平台收听
收看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盛
况。从公司机关
到施工一线，干
部 职 工 纷 纷 表
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立足岗
位，再立新功。图
为该公司陇漳高
速公路项目部青
年职工收听收看
大会直播。

许岗 摄

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不
动摇

12月 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惠安公司
领导及部分党员干部、员工代表取聚集一
堂，在总部第三会议室收看了大会盛况。

该厂党委工作部副部长刘明杨表示，回
首过去，一个个史诗般进步的发展奇迹，无
疑说明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
天。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强国之道。而 40年后
中国的今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新起点，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改革开放
再出发，我们将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
忘初心，担当新时代的强国使命，奉献自己

的青春和力量。
通过观看大会盛况，惠安公司党员干部

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决心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不动摇，为开创惠
安发展新天地努力奋斗。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更加
美好的生活

12月18日上午10点整，催人奋进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声在下石节煤矿十里
矿区响起时，该矿机关办公楼、区队楼里、欣
怡广场上的党员干部职工家属早已聚在一
起，他们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共同观
看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实况，共同感
受时代新变迁，见证祖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
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大家认真聆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
话，感受祖国历经40年改革开放成就。大会
隆重表彰了为祖国改革开放作出突出贡献
的各行各业的先进劳模，打造标杆，礼赞劳
动，让身为“煤亮子”的一线干部职工同样倍
感光荣。全国劳模居林华动情地说：“改革
先锋是祖国创新发展的脊梁，作为新时代矿
工的我们要积极发扬创新拼搏精神，用奋斗
实干创造业绩，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追求。”

全国劳模、有着近30年党龄的徐群贤同
志一脸自信地说：“祖国的繁荣昌盛是我们
每个人的骄傲。我们要更加坚定地贯彻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足工作岗位，撸起
袖子加油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更加幸
福美好的生活！”

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实况，引发了该矿
干部职工家属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要
做全面深化改革的拥护者和践行者,扑下身
子，迈开步子，真抓实干，立足岗位创新创
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共建和谐社会作出
积极贡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让职工有
更多获得感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 40年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并提出
了九个“必须坚持”。有干部职工表示，感触
深刻，备受鼓舞。

韩城车务段党委书记党毅说：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对我们国家改革
开放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和回顾，是新时
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
令，对于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
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我们在今后
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
们很受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有更多、更直
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该段工会主席强增琦表示：听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后，深感责任重大，就是要把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向前扩大、向前推
进，明年我们要建成三个花园式车站，一个

“五好”红旗站区，一个车站标准化职工宿
舍，让职工享受更多美好。

该段段长王奇说，正如总书记在大会上
所说的，改革是愈进愈难，愈进愈险，不进
则退，非进不可。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按照
总书记的要求，与时代同行，积极应变，主
动求变，勇立潮头，奋勇搏击，把铁路改革
的任务积极稳妥、蹄疾步稳地落实好，将
改革进行到底。

要向改革开放的先锋们学习
12月 18日，洛川供电公司组织干部职

工认真观看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直
播，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
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被授予改革开放先

锋号的 100名杰出贡献者的事迹，干部职工
们群情振奋，表示将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以更加崭新的姿态为新时代改革开放贡献
国网人的力量。

大会开始之前，干部员工们早早来到公
司职工餐厅，围坐在电视机旁，期待大会盛
况的播出。当屏幕前100名改革开放先锋人
物在镜头前一一亮相时，大家纷纷热议自己
熟悉的人物的奉功伟绩，对他们在改革开放
中所取得的卓越成肃然起敬。当全程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历程的重要
讲话后，干部职工们一致表示，改革开放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党
带领全国人民走出的幸福之路，改革开放的
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作为电力人，就是要向
改革开放的先锋们学习，始终牢记“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认真践行“你用电、
我用心”的服务理念，努力做“让政府放心、
让群众满意”的电力事业。

通讯员 杨国柱 李金明 艾小莉
姚风雷 王晓侠 采写

12月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召开，我省各地广大职工纷纷收看大会盛况。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了改革

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高

度赞扬了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郑重宣

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的

信心和决心，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

放、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盛况在我

省职工中引起了广泛热议。

做全面深化改革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做全面深化改革的拥护者和践行者
——全省广大职工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2月18日晚上，“与渭滨相
伴 为时代喝彩”2018“最美渭滨
人”命名表彰主题晚会在宝鸡市
体育馆举行。龙兴元、任步武、
彭曦等 20 人被授予“最美渭滨

人”称号，每人奖励1万元。活动
旨在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改革
开放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为
实现中国梦而贡献力量。

通讯员 韩恩强 摄

宝鸡网约车管理办法出台

明年起网约车从业需明年起网约车从业需““持证上岗持证上岗””
本报讯（通讯员 鲁鹏飞）近日，

《宝鸡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实施细则（暂行）》出台，2019年1月1
日起正式施行。

网约车和驾驶员都得先办证
实施细则要求，网约车经营者（平

台公司）应取得行业管理部门核发的《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有效期4
年），营运车辆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有效期最长8年），驾驶员应
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车辆要求为7座以下乘用车
细则规定，宝鸡市网约车车型为 7

座以下乘用车，排气量不小于 1.6L，轴
距为 2650mm及以上的小型载客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续航里程要达到
100公里以上、纯电动车辆续航里程要

达到 300公里以上的新能源电动载客
汽车，属国家新能源汽车目录内车型，
符合宝鸡市公安部门公布实施的最新
机动车排放标准。车辆不得安装顶灯、
空载灯等巡游出租汽车服务专用设施
设备。

车辆所有人名下应当没有承包的
巡游车或被公司聘用为主班驾驶员，以
及没有登记的其他网约车，本人应当取
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并预
先协议接入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

对已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车辆
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 10个工作日
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并发放《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60万千米时强
制报废。行驶里程未达到60万千米但使

用年限达到8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
网约车驾驶员需具备相关条件
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

当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并具有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
具有 3年以上驾驶经历；无交通肇事犯
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
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 3个记分周
期内没有记满 12分记录；无暴力犯罪
记录；未被列入出租汽车行业不良记录
名单；参加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合格；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
员证》，需要向开展网约车服务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提交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证申请表；机动车驾驶证及其复
印件；身份证及其复印件；非本市户籍

的同时提交本市居住证及其复印件。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

建立网约车驾驶员网上联合审核工作
机制。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
关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
按照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出租汽车
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考核后，对
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发放《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网约车驾驶员与网约车平台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或协议后，由网约车平台
公司向当地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报
备完成注销注册，报备信息包括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信息、与网约车平台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或协议的证明等。网约车
驾驶员注销注册后，不得继续在原注册
的网约车平台公司从事网约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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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绿色施工 保卫城市蓝天
本报讯（记者 鲜康）近日，中建七局四公司汉都

新苑项目积极作为，编制了《项目绿色施工策划书》，采
取多种措施做好绿色施工。

该项目除了采取配备三台车辆自动冲洗机、多台高
压水枪冲洗设备和雾炮机等常规措施，更以多种方式，
创新绿色施工。在项目总体布置时，采用并详细规划了
项目雨水及废水再利用系统；设置PM2.5/PM10空气质
量监测仪，实时监控施工场地内空气质量；在项目基坑
地下室施工阶段，沿基坑一周布置的自动喷淋系统，自
动降尘；对现场主要施工道路和加工区进行混凝土硬
化，部分铺设钢板道路或铺设透水砖，其余全部进行绿
化，美化环境，确保施工现场无裸露土地，做到全覆盖。

中建七局四公司汉都新苑项目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鲜康）12月
18日，记者在陕西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
省积极开展示范创建活动，努力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取得成
果。我省申报检查验收的 45个
创建单位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指
标完成率都在 90%以上，并确定
了 30个全省建设法治政府示范
单位。

2017年 10月我省法治政府
示范创建活动正式开始。原省
政府法制办具体组织示范创建
工作。各创建单位持续深入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立行
政审批局或建立完善行政服务
中心，实行网上审批。依法行
政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政府工
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
力进一步提升。我省申报检查
验收的 45个创建单位法治政府
建设任务指标完成率都在 90%

以上。
经检查验收，省委、省政

府确定了 30个全省建设法治政
府示范单位，分别是建设法治
政府示范市：延安市；规范性
文件监督管理示范市：铜川
市；行政决策示范市：安康
市；行政执法示范市：咸阳
市；行政复议示范市：渭南
市 。 建 设 法 治 政 府 示 范 县
（市、区）为：石泉县、富县、
白水县、丹凤县、黄龙县、镇
安县、铜川市王益区、澄城
县、西安市新城区、宝鸡市渭
滨区、汉中市汉台区、铜川市
印台区、西安市莲湖区、咸阳
市渭城区、城固县、岐山县、
杨陵区、汉阴县、武功县、神
木市。建设法治政府示范省级
部门：省公安厅、省税务局、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司法
厅、省民政厅。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
影）12月 20日，记者从省文化和
旅游厅举办的加快发展全域旅
游、推进国际一流文化旅游中心
建设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我省新增 1家 5A级景区，10家
3A级景区升为4A级景区。

据悉，西安城墙·碑林历史
文化景区日前被评定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10家 3A级景区升
为 4A级景区，分别为西安白鹿
仓景区、宝鸡九龙山景区、咸阳
咀头休闲体验地、咸阳侍郎湖景

区、渭南桥陵景区、汉中留坝栈
道水世界景区、安康高新秦巴文
化生态旅游区、商洛九天山景区、
商洛洛南音乐小镇、韩城梁带村
芮国遗址博物馆。另外新增 3家
省级旅游度假区，分别为安康市
悠然山度假区、商洛市金丝峡度
假区、商洛市木王山度假区。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5A级
景区9家，4A级景区110家，省级
旅游度假区12家。而且4A级以
上景区游客聚集区全部实现
WIFI覆盖。

今年全省新增11家4A级以上景区
本报讯（通讯员 辛甜 王

小东）近日，西安铁路公安处重
拳出击，一举端掉大量囤积火车
票并加价出售的倒票窝点，有力
净化了购票治安环境。

12月 17时 19时许，西安铁
路公安处西安站派出所副所长
崔鹏带领民警在站区开展客票调
查时，站前广场上遇到一名长期
活跃在火车站周边的“熟面
孔”，这个“熟面孔”是位中年
男子，在人群中特别“扎眼”，
他的一举一动明显区别于其他行
色匆匆的旅客，此人不停地接听
和拨打电话，闲下来又不断发信

息、发语音，种种诡异的行为使
执勤民警更加确信这个“老熟
人”似乎有“新动作”。

随后，这名中年男子离开了
站前广场，朝着解放路方向走
去。副所长崔鹏带领民警立即跟
在其后，待进一步观察这个“老熟
人”到底要耍什么花样。在某饭
店门口，一群人将这名“老熟人”
团团围住，民警在人群边缘仔细
侦查，只见该中年男子正从几个
快递件中掏出火车票，分别分给
围拢的群众。很明显，此人囤积
了大量的火车票，并以加价兜售
给那些有乘车需求的群众。于是

执勤民警果断出击，一举将其就
地制服。

经查，民警在这名“老熟
人”身上查获了两个快递信件，
里面装有西安始发至全国热门城
市的火车票共计 184张，票面价
值达 40000余元。经审讯，这名
杨姓的中年男子和在临潼的王
某系同伙，王某负责在临潼通
过不正当手段违规出票，随后
通过同城快递或人工运送的方
式送到杨某手上，杨某通过电
话联系那些需求较大的广大旅
客，通过加价行为从中谋取违法
所得。

西安铁警一举端掉
票面价值达40000余元的倒票窝点

本报讯（通讯员 秦曙霞）12月15日，在辞旧迎新
之际，中铁宝桥汕头公司党政工团联合举办了“汕头公
司职工趣味运动会”。公司在汕全体职工参加了这次运
动会。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公
司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2016年以来，汕头公司群团组织围绕中心工作，先
后开展了重点工程专项劳动竞赛、“青年创新创效”“迎
新年健步行”“我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情满中秋”等
系列活动，营造了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激发了全员的
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举办趣味运动会辞旧迎新
中铁宝桥汕头公司

本报讯（常青）自冬季高峰供气工作开展以来，长
庆油田第四采气厂挑战严寒，强化措施井挖潜，保障新
建井产能有效发挥，严格现场管理，为全年及高峰供气
生产任务顺利完成努力拼搏。目前，该厂累计生产天然
气51.12亿立方，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96.9%，日产天然
气在1580万立方以上高位运行。

年产天然气51亿方 冬季保供再加码
长庆油田第四采气厂

我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

国家高速公路网连霍线宝鸡过境高速公路已全线
建成，并于12月17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即将投入通车
运营。 杜延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