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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 讯 员 罗 小 群）近
日，咸阳市总工会为了进一步落实

好劳动模范的有
关待遇，做好劳
动 模 范 关 爱 工
作，组织全市 400
余名市级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
和部分一线优秀
职工、高技能人
才在咸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分期分
批 进 行 免 费 体

检，咸阳市委副市级领导庞少波、
咸阳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梁立昌

一行到医院看望慰问正在进行体
检的劳模。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同时也推出劳模优惠大礼包，体现
了对劳动模范的敬重和健康关怀。

本次体检内容包括心电图、放
射、B 超、血常规、肝功能、血糖，骨
密度、动脉血管等 20 多个项目，并
由专人负责，根据体检情况提供健
康指导，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则给
予劳模住院医疗自费部分再优惠
百分之二十的优待。

庞少波一行实地了解了劳动模
范体检各项内容及准备工作，详细

询问了各位劳模身体健康状况，在
咸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卢健的陪同
下和劳动模范一起参观了医院新
引进的电子化服务的先进医疗设
备及医疗环境和服务设施，要求咸
阳市总工会根据体检情况即时完
善劳模健康档案，实施有效的关爱
帮扶。劳模们纷纷表示，咸阳市总
工会把劳模体检放在心上，让他们
感受到温暖和鼓励，他们将勤奋工
作，撸起袖子加油干，充分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为富强人文健康新
咸阳的建设再立新功。

咸阳市总为全市400余名市级劳模、先进工作者
和部分一线优秀职工、高技能人才免费体检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12 月 29
日中午，省总机关工会组织开展了“运动
让生活更美”健步走活动。省总机关、产
业工会的 180 余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活动。

活动在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中午十
二点半，健步走活动在环城公园举行，同
时还有拍球、踢毽、摇呼啦圈等多项活
动。健步走活动作为省总机关干部职工
参与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的项目之一，旨
在推动省总机关全民健身活动的常态化
开展，引导省总机关干部职工崇尚运
动、参与健身、热爱生活，追求健康文
明、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大力宣传“运
动让生活更美”的理念，鼓励和引导广
大干部职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
好健身习惯，增强健康意识和团队协作
精神，营造浓郁的全民健身氛围，提高
机关组织力和凝聚力，促进机关精神文
明建设，以更加健康的体魄、更加昂扬
的斗志、更加奋发的状态全心投入到工
作、学习和生活中。

省总机关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健步走
活动不仅能使自己从活动锻炼中找到乐
趣、放松身心，增进同事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还激发和展现了干部职工团结拼搏、
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

2019年1月1日上午8：30，宝鸡市“幸福
宝鸡、奔向世界”2019“一带一路”宝鸡万人
迎新微型马拉松赛在宝鸡开跑。

“迎新万人跑”精品赛事已成功举办 6
届，表达了各界群众热爱健身活动、追求幸
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李世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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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陕西省 体 育 局 、商 洛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 全
国 新 年 登 高 健 身 大 会 陕 西
主 会 场 ”日 前 在 商 洛 市 举
行。5000 多名机关、企事业

单 位 职 工 及 登 山 爱 好 者 齐
聚在商洛市区大都汇广场，
共同以登高望远的形式迎接
新一年的到来。

通讯员 杨开泰 摄
日 前 ，

西安格美金
属材料有限
公司举办了
盛大的越野
比赛，喜迎
2019年元旦
的到来。

通讯员
王芝萌 摄

1 月 1 日上午，
500名“新西安人”“十
大幸福人物”“2019名
幸福跑者”在西安城
墙景区用长跑的方式
祈福美好生活，传递
健康向上的正能量，
为自己加油，也为中
国祈福。

杜成轩 摄

由宁陕县人民政府主办，
县总工会等单位协办的以“让
运动成习惯，让生命更精彩”
为主题的“庆元旦迎新年”全

民徒步大会开赛。3000 余名
职工群众和运动爱好者以徒
步的方式，喜迎新年的到来。

通讯员 杨卓 罗有涛 摄

本报讯（通讯员李静 袁瑞欣）2018 年
12 月 26 日下午,陕建二建集团工会在宝
鸡机关办公楼前举办了“快乐工作、健康
生活”迎新年职工趣味运动会。陕建二建
集团机关和部分基层单位共计200余人参
加了活动。

本次运动会有拔河、跳绳、比划猜、运
乒乓球、找字组句、击鼓传花等项目。虽然
天气寒冷，但大家兴致高昂，加油声、呐喊
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运动会结束时，获奖者和活动参与者都领
取了集团工会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纪念品。

陕建二建集团举办迎新年职工趣味运动会

健步迈向新的一年

新年起，这些新法规影响陕西人
西安三环内禁止鸣笛
2018年12月17日，西安交警部门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噪音
污染管控的通告”，规定自2019年1月
1日起西安三环内禁止鸣笛。

根据通告规定，三环以内（含三环
路）所有区域全天 24 小时禁止机动
车鸣喇叭，但经相关部门核准安装
警报器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
车、工程救险、应急管理等特种车
辆，在执行任务时可使用符合规定
音频的喇叭和警报器。长安、鄠邑、
周至、临潼、阎良、蓝田、高陵根据辖
区实际，自行划定禁鸣区域。

另外，通告还要求，特种车辆使
用喇叭和警报器，应严格控制对各
类国家考试考场及夜间居民生活的
影响。禁鸣区域内，驾驶机动车在
紧急避险、救助危难等特殊情况下，
可临时使用喇叭。

西安交警部门表示，根据《道路安

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机动车
不得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路段鸣
喇叭，违反者将处以最高 100 元的罚
款。交警部门会加大利用摄像车、移
动布控球等科技设备加大电子警察
的抓拍力度，一旦发现相关违法行为
将按规定进行处理。

停售低于国Ⅵ标准的汽柴油
《陕西省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修
订版）》中要求，2019年 1月 1日起，全
省全面供应符合国Ⅵ标准的车用汽柴
油，停售低于国Ⅵ标准的汽柴油，实现
车用柴油、普通柴油、部分船舶用油

“三油并轨”，关中地区提前实施。研
究销售前在车用汽柴油中加入符合环
保要求的燃油清净增效剂。

排污单位必须持证按证排污
2018年10月15日，陕西省环保厅

发布公告，要求纳入申领范围的已经
建成并实际排污的排污单位，要于

2018年 12月 31日前申请并取得排污
许可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排污
单位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持证排
污、按证排污。

太阳能风能项目应依法环评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的《陕西

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规定，
城市规划或者重大区域发展规划，跨
区域调水、输电、能源、石化、机场等
重大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大型工程
建设项目，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区
域农业结构调整建设项目，大型太阳
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项
目等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规划和
建设项目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
证。太阳能、风能建设项目应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布局、选
址、设计、建设和运行应避免或者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得破
坏森林、草原、水域及动植物等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

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区片综合
地价公布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区片综
合地价的通知》予以更新并重新公布，
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全省共划
分征地统一年产值区片 405个，11个
市（不含杨凌示范区）的征地统一年产
值标准平均值为每亩 41705 元，比
2010年上涨29.69%。

西安新建住宅推行全装修成品交房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西安市

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推行全装修成品
交房，实现住宅装修与土建安装一体
化设计，促进个性化装修和产业化装
修相统一。 （张成龙 毛蜜娜）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冯晓瑞）2018年 12月
31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通西安
直飞洛杉矶航线。随着西安乃至
西北地区首条直飞美国洛杉矶洲
际航线开通，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
际（地区）航线将增至64条，联通全
球29个国家的53个城市。

西安直飞洛杉矶航线由海南
航空公司采用波音 787 机型执
飞，每周两班，周一及周四出发，
去程西安起飞时间为 21∶00，返程
从洛杉矶起飞抵达西安的时间为
凌晨5∶10。航线开通后，从西安飞
往北美的时间，将由以往约20多个
小时的转机缩短至约 12个小时的

直航。该航线不仅将西安和洛杉
矶这两座国际化大都市、两大航空
枢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也将为陕
西乃至西北地区实现与北美的经
贸往来，搭建起便捷的空中桥梁。
在更进一步拓宽了陕西“国际运输
走廊”的通达性的同时，也将对陕
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与美国的合
作交流发挥重要作用。

下一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将
陆续开通更多国际航线，完善国际
航线网络，丰富旅行产品，为助力
陕西“三个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航空出行需求作出
更大的贡献。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通西安直飞洛杉矶航线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
2018年 12月 28日，记者从省委宣
传部举办的陕西省“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锲而不舍加强作风建设”
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紧盯重要节点，强化监督
检查，将元旦、春节、端午、中秋、国
庆等各个重要节点变成作风建设
的“加油站”。

一是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
每逢节点各级上下联动，作风建设
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同向发力，贯
穿于节前、节中、节后，落实在重申
一批作风纪律规定、组织一批提醒
教育、开展一批明察暗访、核查一

批违纪问题、通报一批典型案例等
“五个一批”的要求上，纠正节日期
间不正之风工作机制化运行。

二是强化明察暗访震慑效
应。认真预判年节假期易发多发
的“四风”问题，不提前打招呼，不
预定线路，直奔现场，实地检查，随
机抽查，带问题线索核查，让心存
侥幸者感到监督就在身边。

三是提高发现问题的精准
度。提高问题发现能力，通过核查
公款消费的发票存根，查询税务发
票系统，调取通车电子记录，实地
随机核查宾馆、饭店消费记录等，
拓宽监督面，提高精准度。

省纪检监察机关紧盯重要节点强化监督检查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12
月28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民政厅下发了
《关于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
动的通知》，决定从2018年11月15
日至2019年4月15日，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
前预拨 2019年生活无着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资金4722万元，为专项救
助行动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是加强四级联动。各市县
级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将积
极协调公安、城管等部门，开展拉
网式全面排查，对发现的生活无着
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实施救助。

三是做好街面救助工作。对
在街面发现的流浪乞讨人员，按照
工作流程劝导其到站内接受救助，
对不愿到站接受救助的，发放必要
御寒衣物和食品，告知求助方式，
并定期跟踪观察，发现异常情况及
时果断处置。同时，及时将求助人
员信息录入“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
统”，对无法查明身份信息人员，通
过“全国救助寻亲网”等及时发布
寻亲信息。

四是强化督导检查。在专项
救助行动期间，省民政厅将加大对
各地的业务指导和督查，加强做好
寒冷天气下风险防控工作，确保不
发生冻、饿、死、伤极端事件。

省民政厅多措推进“寒冬送温暖”救助行动

本报讯（杨喜龙）近日，陕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将围绕审判执行工作开展深
层次、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助力决
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协议》明确，双方创新建立审执保
险工作机制，合作开展诉讼保全责
任保险、执行救助保险、执行悬赏
保险、执行法官干警抚恤保险等保
险项目，助力破解查人找物、执行
不能等难题，完善司法救助制度，
强化履职保障能力，提高审判执行

质效，营造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
双方同时建立定期交流机制、

联合工作机制，定期举行联席会
议，共商合作中的重大问题，共同
推进信息化建设，联合开展普法活
动，推动合作在全省落地见效。

据介绍，通过给执行上“保
险”，将撬动社会资源助力法院执
行工作，并在保险公司与申请执行
人之间搭建桥梁，化解执行风险，
保障执行当事人利益，这种合作有
利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
权利，也有利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满意度。

省高院建“执行+救助”保险新机制破解执行难

本报讯（郝云菲）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西安全市共协调处置
欠薪案件 2217 起，为 6367 名劳动
者追讨劳动报酬 7544 万元，欠薪
案件、人数和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16.5%、8.1%、17.1%，连续两年实
现了“三下降”。

2018 年以来，西安重拳打击
恶意欠薪行为，公安机关立案查
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
63起、刑事拘留 17人，法院判决 3
人。公布 32 起欠薪案件典型案
例，将 391 户存在欠薪行为的企
业纳入“黑名单”。

春节两节临近，西安将多部
门联动，以工程建设、劳动密集型

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领域为重
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还将进一
步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机制，加大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案件查处力度。

此外，西安市还将进一步畅通
投诉渠道，目前，市各级劳动保障
监察部门共设立欠薪问题投诉接
待窗口 27 个、开通投诉举报电话
29部。从 2018年 12月 1日到春节
前，各级劳动保障监察部门24小时
值班，以实现对欠薪案件的迅速受
理和处置，全方位保障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确保广大农民工能按时领
足工资，过上一个“安心年”。

西安市为6000余名劳动者追讨薪资逾75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郝振宇）2018
年 12 月 30 日，由陕西省柳青文学
研究会、白鹿书院等单位主办的

“董颖夫《沣浪集》《平凡人生》《沣
河之子》首发暨情寄文化五十年
笔会”在西安市长安区隆重举行。

董颖夫青年时代就热爱文
学，1973 年就开始在《西安日报》
发表作品，先后有《真实的故事》
《钢锭子和刃片子》《石榴花》《出
墙花》《野菊花》《上任以后》等数
十篇小说、故事发表，约 50 余万
字。这次首发的第一部文学作
品《沣浪集》（上下部）由陕西三
秦出版社出版，70 余万字，是董
颖夫文学生涯的集成，包括小
说、故事、散文、诗歌、剧本等，凝
聚着他对生活与社会的深刻感悟
和认知。

董颖夫担任陕西省柳青文学

研究会执行会长，从 1996 年起，
董颖夫一直为弘扬著名作家柳青
精神竭尽全力。他策划了柳青广
场、柳青纪念馆、柳青雕像建设，
捐款和筹集了 100 余万元设立省
级规格柳青文学奖。成立了柳青
文学研究会，创办《秦岭》杂志、编
排了大型秦腔现代剧《柳青》戏
剧，和仵埂、邢小利一起主编《柳
青纪念文集》《柳青研究文集》。

董颖夫连续五届担任长安区
政协委员，在建言献策同时，主编
了《长安百村》《老长安》等系列丛
书。这次首发的画传《平凡人生》
收录了董颖夫 2000 余幅照片，是
他为社会奉献的生动记录。同时
首发的还有五集电视人物纪录片
《沣河之子——董颖夫》，剪辑了
董颖夫这些年的人生片段和生命
轨迹。

董颖夫《沣浪集》等三部新作在西安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