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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劳模“两节”慰问金翻一番
明年起每人增至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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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省总工会联合
省财政厅对《陕西省省部级劳模专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陕财办社
〔2015〕54 号）进行了修订，从 2019
年起，我省省部级劳模“两节”慰问

金由过去的每人 500 元增长至每人
1000 元。这是省委省政府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
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心关爱劳模

的重要举措。通过提高劳模慰问
金标准，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营造尊重劳动、崇尚劳模、关爱
劳模的浓厚氛围，凝聚广大职工智
慧为全省追赶超越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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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
主题活动总结展示活动在宜春举行

有奖新闻热线：
029-87344644

15309270781

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
开展以来，网上网下反映职工干事创
业的声音愈发响亮，涉工网络正能量
更加充沛。下一步要以庆祝建国 70
周年为主线，开展系列线上线下活
动，推进网民网络素养教育，积极打
造网络文化品牌项目，引导广大职工
网民共建清朗网络空间，汇聚网上磅
礴正能量。
总结展示活动发布了 2018 年“网
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
活动总体情况，展示了主题活动中涌
现出的优秀成果，颁发了优秀组织奖

12 月 28 日，省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
副 主 席 张 永 乐 、丁 立
虎，经审委主任刘伟等
到患重大疾病的省总
工会离退休老同志家
中进行走访慰问。每
到一处，张仲茜都与老
同志促膝交谈，详细了
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
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
省总工会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一带一路”建设，让不沿海、不靠边的三秦大地，再次
站在对外开放第一线——

巨变：
陕西由内陆变身开放前沿
12 月 19 日晨，一声笛唱，自哈萨
克斯坦返回的中欧班列“长安号”，
缓缓滑入陕西西安国际港务区。望
着万里归来的粮食班列，
“爱菊粮
油”职工余松凯兴奋又期待。
在哈萨克斯坦北哈州，爱菊集
团携手 20 余位农场主，深耕 150 万
亩“订单农业”。农产品加工园内，
优质小麦、油菜籽等原料，来自俄罗
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地区。
“过
去，从俄罗斯进粮油要先坐火车到
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乘船到连云港，
绕一大圈才到西安。一趟要两个
月。”余松凯说，
“ 有了‘长安号’，粮
油从装车到抵港只用 7 天。”从“月”
到“日”，丝路上的时光刻度，被“长
安号”
重新定义。
“‘一带一路’建设，让不沿海、
不靠边的三秦大地，再次站在对外
开放第一线。”陕西省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感慨。
年以来共开通 11 条线路，开行超过
今年 6 月 13 日，沃尔沃整车进
1200 列，是去年的 6.1 倍；运送货物
口专列抵西安。这背后，是 3 个月不
113 万吨，是去年的 5 倍；货值 16.3 亿
舍昼夜的“追赶超越”——与沃尔沃
美元，
是去年的 8.6 倍。
对接当天便迅即行动，7 天取得口岸
货运量、开行量节节攀升，提升
检测线资质，15 天建成汽车整车进
重载率成为新目标。
“ 我们创新推出
口口岸，项目从启动到专列抵达，仅 ‘对接市场，一企一线’运营模式。”
用 80 天。
港务区管委会主任孙艺民介绍，在
服务一流，机制更须争先。“长
政府主导下，引入招商局、大陆桥、
陆港集团 3 家强有力的市场主体，由
安号”港埠内，集装箱入铁路口
其挖掘市场、承包线路、保障货源。
岸 ， 信 息 比 对 、 货 权 交 接 仅 需 20
秒；海关、检验检疫、铁路公司等
2018 年“长安号”来去无空箱，重载
部门无缝衔接；推出“舱单归并”
率达 99.9%。货运量、重载率、实际
模式，同类商品整合报关，降低企
开行量三项指标，
均居全国前列。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日益开放
业 95%通关费用。
的陕西。今年前 11 个月，陕西省进
俄罗斯木材、格鲁吉亚红酒、哈
萨克斯坦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绿豆，
出 口 总 值 321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甘肃、宁夏、山东等 15 省份的机电装
31.3%。其中，进出口、出口、进口增
备、衣帽服饰集聚西安，转运全国。
速 ，分 别 列 同 期 全 国 第 二 位、第 三
位、第四位，陕西陆空内外联动、东
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
“ 长安号”今
西双向互济、集散辐射全国的门
户和枢纽作用正强势凸显。
（王乐文 龚仕建 高炳）

四十年来家国·改革开放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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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 大子活动优秀作品奖。陕西省总
工会荣获优秀组织单位奖，
“网络正能
量微电影”部分获奖代表上台领奖。
江西省总工会、陕西省总工会、四川省
总工会、天津市总工会、中国工人出版
社 5 家在主题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
分管领导作了经验交流。
全总相关产业工会的负责同志、
各省市总工会副主席、各省总工会分
管网上工作的部长和相关工作人员、
2018 年主题活动优秀代表、江西省各
级工会干部代表等 230 余人参加了此
次活动。

全国工会送温暖实现﹃四季恒温﹄

学在深处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认真贯彻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

郭大为在省总工会机关干部大会上强调

本报电话

本报讯 （记者 兰增干） 12 月
28 日，省总工会召开机关干部大
会，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
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
仲茜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
精神。省纪委驻省总工会机关纪检
组组长席金峰传达学习中华全国总
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李玉赋在 《陕西省委常委会
会议专题研究工会工作》 送阅件上
的重要批示。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永
乐通报 2017 年度省委组织部代省
委管理党费及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管
理党费收支情况。省总工会副主席
丁立虎主持会议并安排节日期间纪
律作风、安全管理、值班等工作。
郭大为强调，党委有号召、工
会有行动。要强化大局意识，深刻
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实质，迅速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要求上
来。要认真学、系统学、跟进学、
联系工作实际学，学在深处，干在
实处。只有站在高处，才能行在宽
处。要善于观势、谋势、造势，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围绕职工、服
务基层，强基础、求创新，转作
风、抓落实，当好全省群团组织排
头兵，力争陕西工会多项工作走在
全国前列。
郭大为强调，要以全总李玉赋
副主席的重要批示为动力，强化干
事意识，加满油、奋力干，围绕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创新，围绕强
化工会职能改革创新，围绕服务职
工改革创新，围绕服务基层改革创
新，围绕建设智慧工会改革创新，
围绕助力脱贫攻坚困难职工脱贫创
新措施。要深入开展“讲政治、敢
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更好地发挥工会职能
作用，为全省追赶超越贡献工会智
慧和力量。
郭大为强调，要强化落实意
识，抓落实要眼见为实，多些现场
干，少些会场谈。每逢年根倍思
安，每逢佳节倍思廉。要加强安全
管理，强化纪律作风教育，确保不
出事。要抓好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和
“双节”送温暖工作，做好省总工
会党组民主生活会准备工作，把每
一项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

本报讯（何艺鑫）12 月 27 日，由
总书记关于“培育中国好网民”的重
中央网信办、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
要指示精神，团结凝聚亿万职工投身
江西省总工会、宜春市总工会承办，
清朗网络空间建设的重要举措，具有
中国工人出版社、天津工人日报社协
非常重要的意义。全国总工会是把
办的 2018 年“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 “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
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总结展示活动
主题活动作为工会网上舆论引导工作
在宜春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
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来部署和安排
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焦开河，
的，也是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抓
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赵
手，下一步，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行动
晖，以及江西省、宜春市多位领导同
起来，把工会网上工作和“好网民”活
志出席。
动有机结合起来，建设清朗网络空间，
焦开河在讲话中指出，此次“好
积极推进工会网上工作建设。
网民”活动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
赵晖在讲话中表示，“网聚职工

本报综合消息 与往年相
比，2019 年工会送温暖工作将实
现常态化。记者从 2019 年工会
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全国总工会设立
了送温暖常态化专项经费 5000
万元，将传统的“两节”送温
暖拓展到在职工发生困难时或
重要时间节点进行走访慰问，
走访对象也从原先的 4 类群体扩
展到 7 类人群，送温暖实现“四季
恒温”
。
为更好地把党和政府以及
工会的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全
总已于日前下发《关于 2019 年元
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送温暖活
动的通知》，强调各级工会干部
要进一步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工作，推进工会送温暖常态
化、经常化、日常化；要直接深入
基层一线开展走访慰问，同职工
群众零距离接触，
从大处着眼、小
事做起，不怕琐细、日积月累、润
物无声地做好服务职工工作，切
实履行好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
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
据 介 绍 ，全 总 专 门 修 订 了
《送温暖资金管理办法》，拓展了
送温暖活动对象，由以往的困难
职工、困难农民工、困难劳模和
一线职工等 4 类人群，拓展到建
档困难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
患大病、遭受各类灾害或突发意
外等情况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工伤与职业病致残职工和因公
牺牲职工的家属，长期在高（低）
温、高空、有毒有害等环境中和
苦脏累险艰苦行业岗位上工作的一线职工，
以及派驻挂职干部职工、坚守一线服务岗位
一线职工、先进模范人物等 7 类人群，提升
工会送温暖活动的普惠性。
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工会送温暖对象
将简化操作环节，但要求必须实名制发放，
并将发放明细信息化管理，进一步强化规范
性和可操作性。

2018年全国职工“网络正能量微电影”
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详见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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