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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陕建八建集团在延安城市“双
修”项目工地开展“迎新春献春联”活动，邀请

书法家现场书写福字、春联，提前为农民工送
上新年的祝福。 陈玺龙 摄

新闻集装箱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6 日电
国务院国资委 16日公布《中央企
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对央企工
资总额决定机制和管理制度体系
进行全面改革。2019年办法将在
央企全面施行。

办法明确，按照“一适应，两
挂钩”原则，央企工资总额预算主
要按照效益决定、效率调整、水平
调控三个环节决定。工资总额预
算与利润总额等经济效益指标的
业绩考核目标值挂钩，引导企业
通过完成高质量发展目标，带动
职工工资总额合理有序增长；工

资增长还应根据劳动生产率等指
标对标情况进行调整，突出引导
企业提高效率的管理导向。

同时，国资委还将按照有关部
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和对非竞争
类国企的工资调控要求，对部分工
资水平偏高、过高的行业与企业，
尤其是主业不属于充分竞争行业
和领域的企业工资增长过快的情
况进行适当约束，确保企业职工工
资水平与增长幅度更公平合理、规
范有序。对央企承担重大专项任
务、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等特殊事项
的，办法明确将予以适度支持。

办法明确对央企工资总额实
行分类管理。将工资总额预算备
案制管理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全
部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
的商业类央企，由企业董事会依
法依规自主决定年度工资总额预
算，国资委由事前核准转为事前
引导、事中监测和事后监督；对主
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
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央
企和以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为主
的公益类央企，工资总额预算继
续实行核准制管理。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月15日
至2月3日，全省工会开展2019年“双
节”期间送温暖活动。目前，中央
和省财政 7581.5万元专项资金（6180
万元、1401.5万元）已按分配方案下
拨至各市和产业工会。同时，省总
工会在本级经费中列支 400万元用于

“送温暖”。
2018年 12月 26日，省总下发的

《陕西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的通
知》要求，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带着感
情、带着责任、带着温暖，往职工中走，
深入工厂企业、项目工地、车间班组、
生产岗位、困难职工家庭，面对面，心
贴心，实打实地开展以送慰问、送岗
位、送文化、送安全、送健康、送法律、
送祝福、送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双
节”送温暖活动。

今年，全省工会送温暖活动将与

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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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工会十七
大精神相结合，通过精准施策、分类
帮扶，帮助城市困难职工、农民工解
困脱困，做好职工生活服务，落实职
工福利保障，从而推动建立完善职工
服务体系，推进送温暖活动常态化、
经常化、日常化。

省总工会要求，慰问活动要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和省委《实施办法》精神，切实
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要厉
行节约、轻车简从，压缩人员、减少
开支，不增加基层负担，原则上不在
企业用餐。

据统计，去年全省各级工会筹集
慰问款物1.2亿元，慰问困难企业4000
余户，慰问困难职工、困难劳模和农民
工近2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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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工会“双节”期间送温暖活动启动
“哪里有工会组织，

哪里就要有工人报刊。”
如今，这句话在铜川变成
了现实。从今年1月1日
起，铜川市总工会决定用
工会经费，为基层工会、
一线班组、职工书屋、爱
心驿站等统一免费订阅
《陕西工人报》。

这是铜川市总工会
在全省率先改变征订方
式、实现工人报刊在基层
工会全覆盖的创新之举，
赢得了基层工会干部和
广大职工群众的认可。

“给职工赠送工人报
刊就是送福利”

“给职工赠送工人报
刊就是送福利。我们要
尽最大努力把党和工会
的声音传递给每一位职
工。”去年 11月 21日，在
铜川市总工会主席办公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张耀民
如是说。

会上，铜川市总工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付护
省，副主席赵秋杰也表
示，工会经费来源于职
工，就要用于职工，用工
会经费给职工订阅工人
报刊意义重大。市总班
子成员和各部室负责人，
列席会议的产业工会主
席也一致同意。

由此，一项给职工送
精神福利的决定诞生了：
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市劳模协会以及
工会爱心驿站等单位和
场所赠阅《工人日报》《陕
西工人报》。对各基层单
位 2019 年度《陕西工人
报》未完成征订任务部
分，由市总用工会经费补足。
2020年，用工会经费免费向基层
工会赠阅《陕西工人报》，实现工
人报刊在基层工会的全覆盖。

会后，他们一面与基层工会
反复沟通征订范围、份数，一面积
极申请追加财政预算。经过认真
细致工作，截至去年底，铜川市总
使用市级工会经费订阅2019年度
《陕西工人报》2400份，较 2018年
净增1380份。

“用好工人报刊能极大地推
动工会工作”

“用好订好工人报刊，必将推
动基层工会工作创新开展。”这是
铜川市总工会组宣部部长张马珂
多年来的切身体会。

张马珂说，《铜川市工会委员
联系基层组织制度》经《陕西工人
报》报道后，让工会委员深刻认识

到，他们不仅是市总和行
业工会的桥梁纽带，还是
职工的代言人，更是推动
基层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的践行者。

铜 川 市 总 工 会 自
2015年 3月实施《铜川市
工会委员联系基层组织
制度》以来，通过委员与
基层的联系，在调研成
果、重点工作落实、基层
工会组织建设等方面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铜川市劳模服务管理办
法》《预算管理项目化》等
多项工作在全省工会系
统创新工作中荣获创新
创优一等奖，得到上级工
会的肯定和职工群众的
认可。

“这是新闻报道对新
制度、新举措广泛解读和
引导的结果。”冀东水泥
铜川有限公司工会副主
席屈文君说，“我经常
在报纸上学经验、看方
向，对推动工会工作帮
助很大。”

“这事做到了我们职
工心坎上”

“市总用工会经费给
基层订报，这事办得太好
了！不仅能让我们及时
了解全省工会工作的最
新动态，还能用节省下的
工会经费为职工提供更
多服务！”屈文君表示。

新举措、新气象。铜
川市总这一做法赢得了基
层工会和职工的欢迎。耀
县水泥厂机关二分会主席
王景玉说：“此举既丰富了
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
促进了工会工作。这事做
到了我们职工心坎上！”铜

川市开关厂员工李铜生说：“对困
难企业来说，此举既解决了职工看
工人报刊难的问题，也减轻了企
业工会经费压力，的确是给基层
办的一件大好事！”

许多基层工会干部纷纷表
示，要以此为契机，将基层工会经
费更多用在为职工提供优质高效
服务上，做好“四季送”等实事，当
好职工的“娘家人”。

近年来，铜川市总将宣传工
作与重点工作同部署、同实施、
同落实，通过宣传效应，推进了
众多工作“落地生根”。同时，
强有力的新闻宣传，让工会工作
得到了党委和政府的认可、支
持，也赢得了职工和社会各界的
赞扬，为工会工作创新发展营造
了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送慰问、送岗位、送文化、送安全、送健康、送法律、送祝福、送服务

省总本级列支400万元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组织开展“扶贫暖冬行动”侧记

雪中送棉衣 暖心又扶志

“雪这么大，路又难走，还为
我们送来棉衣，真是从身上暖到
了心里！”当省总工会副主席丁立
虎、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主席刘
佐清、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新发在“扶贫暖冬
行动”现场，为安康市汉滨区县河
镇谢坝村三组贫困户汪德凤穿上
合身的棉衣时，这位老人的眼睛
湿润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对于谢
坝、干沙、麦坪三个深度贫困村的
60岁以上老人来说，无疑是温暖
的一天。

“此次爱心活动，是我们联合
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开展
的。为了将好事办好，我们筹备
了近一个月。”刘佐清介绍说，“活
动前期，我们多次前往三个深度

贫困村，核实确认棉衣数量、男女
款比例及大小码，确保老人能穿
上合身的棉衣。”

作为省劳模，王新发为活动
提供了 10万元经费。经过精心
筹备和挑选，174件女式、253件男
式新款棉衣全部到位。

1月 10日 6时 20分，古城西
安尚未“苏醒”，而丁立虎、刘佐
清、王新发等早已整装待发。“今
天安康下雪，我们提早出发，务必
在 12点前赶到谢坝村。”为了不
让老人在寒冬中等待，丁立虎决
定提前行动。

为了赶时间，行动小组人员
一路不停歇，直接驱车前往第一
个行动点——谢坝村。在看到老
人穿上合身的棉衣、个个喜笑颜
开时，时针已指向 13时。简单就

餐后，他们又赶赴 160公里外的
干沙村。

山路崎岖、路面积雪，到达干
沙村已接近18时。当半裤腿都是
泥的行动小组成员出现在村委会
时，受到了老人们热烈欢迎。19
时，户外雪花飘洒……当老人都穿
上合身的棉衣，已是晚上21时。

在这暖心的一天，丁立虎一
行顶风冒雪，每到一处都要深入
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询
问驻村工会干部是否有好的帮扶
办法，还有什么困难；与当地工会
干部、乡镇领导座谈……

“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
我们一定好好努力，争取把日
子越过越红火！”老人的肺腑之
言，让行动小组成员的心中也
暖暖的。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
■北京今年对所有公租房项目安装人脸识别系统
■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9万公里
■去年全国9.2万多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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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合阳县72岁的面花
艺人行俊肖在介绍她制作的面花。

春节临近，合阳县的面花成
了年节紧俏品，面花艺人忙着赶

制面花，以供应节日市场。面花
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种风俗礼
馍，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品。

都红刚 摄

本报讯（栗莎）笔者从国网
陕西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目前，
跨越陕晋冀鲁四省的榆横-潍坊
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已向山东输电
超 8.9亿千瓦时。近年来，“陕电
外送”已成为陕北能源基地转型
发展的突破口。

2018年10月24日，榆林赵石
畔电厂 1 号机组与“榆横-潍坊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
程”成功并网发电。这标志着陕
西特高压电力正式对外输送。
2018年11月9日，榆能横山电厂2
号机组也与该特高压输电线路工
程成功并网发电。据估算，该特
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每年可向山东
送电约 350亿千瓦时，减少煤炭
运输1600万吨。

榆横-潍坊特高压输变电工
程为陕西特高压电网建设按下了

启动键。到 2020年，陕西将建成
7项特高压工程，其中过境 5项。
届时，陕西电网将建成“一交六
直”特高压对外互联互通通道，将
以更高水平融入全国大电网。

据统计，陕北大型风电场可
开发利用容量为 3800万千瓦，太
阳能可开发利用容量也超过3500
万千瓦。截至目前，全省风光发
电突破 920万千瓦，其装机容量
跃居全国风光发电前列。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我省
750千伏定靖风电基地集中送出
输变电工程部分实现投运。该
工程线路总长 1565 公里，是陕
西首条新能源电力外送通道。
该工程使陕北向关中的输电能
力从每年的 260 万千瓦提高到
680万千瓦。

笔者了解到，陕西电网连接

西北、华中、华北电网，处于西电
东送的枢纽地位。目前，陕西已
建成 4回 750千伏线路与西北主
网相连，并通过河南灵宝直流外
送通道、±500千伏宝鸡至四川德
阳直流外送通道与华中电网相
连，另有 500 千伏榆林神木（府
谷）至河北交流外送通道与华北
电网相连。

“十三五”期间，陕西将建成
陕北至关中 750 千伏二通道工
程、神木 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西
安北 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信义-
南山-宝鸡双回 750千伏输变电
工程等 750千伏重点工程项目。
届时，关中将形成 750千伏双环
网结构，可使供电能力和可靠性
大幅提高、陕北电网与主网联络
显著增强，满足大规模风电、光伏
基地送出需求。

“陕电外送”成为陕北能源基地转型发展突破口

本报讯（张翟西滨）“新时
代各级工会干部要讲政治、敢担
当、改作风，切实补短板、强弱
项，不断提高工会工作的水平和
质量。”这是近日咸阳市总工会
上下在开展“讲政治、敢担当、
改作风”专题教育活动中形成的
共识。

活动开展以来，咸阳市总工

会通过召开党组会和动员部署
会，要求各级工会干部积极落实
省总工会“往职工中走，往心里
做，往实处落”行动，深入基层一
线，开展大宣讲、大调研、大走访，
面对面、心交心，把职工群众认不
认可、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得
失的准绳，力推咸阳工会工作再
上新台阶。

咸阳市总：以专题教育活动补短板

编辑：章琦 版式：王青 校对：赵院刚

本报讯（程靖峰）笔者从省发改委获悉：2018年
我省能源产业发展达到 2014年以来最好水平，为全
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油、气、电
供给质量明显提升。2018年全年退出煤炭落后产能
581万吨。优质产能加快释放，10处新建煤矿项目竣
工投产，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5140万吨/年；清洁煤电
发展取得突破，榆横至潍坊特高压交流工程配套的横
山、赵石畔电厂各一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累计建成
可再生能源装机 149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
达到27.8%；“气化陕西”和清洁供热步伐加快，全年落
实天然气资源量104.29亿立方米、供暖季天然气资源
量53.42亿立方米，同比均实现较快增长；纳入国家能
源局《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的 6个转
化项目稳步推进。

全省能源产业发展持续向好

本报讯（沈谦）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陕西省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实施方案》，我
省清欠工作目前正在全面推进。

在清理工作中，省工信厅成立清欠工作专班，在
省政府领导下，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推进工作。省工信
厅工作专班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基础上，起草了我省
清欠工作实施方案；督促推进各相关部门先行抓紧开
展省级部门、省属国有大型企业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清
欠工作；及时向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
公室报送我省清欠工作周报情况（含清欠工作台账）；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驻西安特派员办事处报送
我省清欠工作进展情况审计资料。

省上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工作

本报讯（沈谦）我省新材料产业近年来快速发
展，其新品研发在诸多关键领域实现快速突破，目前新
材料产业年产值占原材料工业年产值比重超过25%。

我省目前在超导材料、特种轻质合金材料、核电
装备材料、金属 3D打印材料等关键领域的产品成功
实现产业化应用，一批新材料重点项目建成投产。西
部超导承担的航空航天先进高温合金材料中标国家
2018年工业强基工程；西部新锆高品质钛锆材项目建
成投产；绥德臻梦镁业试制成功国内最大重量、最大
截面的镁合金方锭；西安鑫垚碳/陶复合材料成功应
用于航空航天领域；西安四方超轻材料有限公司超轻
镁锂合金作为结构材料应用于卫星；西部超导向美国
销售超导磁体 100台（套）；载元派尔森锂电池电解
液、吡咯烷酮配套西安三星电子。另外，我省企业研
制的高强高韧钛合金棒材、3D打印用合金粉末、碲锌
镉晶体等10多个产品进入工信部2018年首批次推广
应用目录，确立了在国内行业中的“领跑”地位。

陕西新材料研发在关键领域快速突破

事关1300多万职工“钱袋子”

央企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