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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晚，
省歌舞剧院民族
音 乐 团“2019 年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惠民
演出·走进兵器
试验院新春音乐
会”举行，为现场
350 余 名 干 部 职
工家属献上了一
场视听盛宴。

邢子珲 摄

1 月 23 日，一名顾客在镇巴县
城的农贸市场购买新年饰品。随着
春节临近，镇巴县城乡市场处处年
味十足。 陶明 摄

欢欢喜喜
迎新春

新闻集装箱

本报讯（方舟）1月 22日，笔
者从西安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西安市户籍人口共计9923159
人，即将突破1000万。

据介绍，去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西安市新增“新西安人”共
计79516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以
上 1253人，硕士研究生 26762人，
本科 237543 人，大专 151121 人；
人才引进 32126人。学历落户和
人才引进占总迁入人口的63.5%。

西安户籍人口即将突破1000万

本报讯（郑小梅）笔者从省
扶贫办获悉：2018年，我省坚持把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全面落实精准方略，推动
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2018年全省有 104.5万人实现脱
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2%左右，
23个贫困县各项指标均达到退出
标准，有望摘帽。

2018年，陕西省聚焦深度贫
困地区，在 11个深度贫困县投入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5.93亿元，较上年增长50%；增派

扶贫干部 1622人，持续配强攻坚
力量；增加公益专岗、生态护林员
等就业岗位，带动帮扶 8075名贫
困人口就业。

聚焦革命老区，陕西省累计
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53.75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27.85%，使 13个老区（县）有望脱
贫摘帽。围绕特殊困难群体，
组织卫生健康、残联、民政等部
门开展特殊困难群体帮扶行
动，全省累计救治特困人口 51.32
万人次。

陕西2018年共有104.5万人脱贫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
任习近平 1月 23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
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
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要对标到 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
决定性成果，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
件，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
打下决定性基础。

会议强调，改革工作重点要更多放到解决实际
问题上，发现问题要准，解决问题要实。要抓好任
务统筹，精准推进落实，加强调查研究，坚持问题
导向，画好工笔画，提出的改革举措要直击问题要
害，实现精确改革。改革方案落地过程中要因地制
宜，逐层细化，精准有效，改什么、怎么改都要根
据实际来，不能一刀切。特别是直接面向基层群众
的改革，要把抓改革落实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
讲究方式方法，确保群众得实惠。要防止空喊改革
口号，防止简单转发照搬中央文件，防止机械式督
察检查考核。要处理好政策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
政策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加强政策解读和指导
把关。要强化责任担当，对推出的各项改革方案要
进行实效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四十年来家国·改革开放巡礼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

是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过程。

脱贫了！找到工作了！涨工
资了！在城里落户了！

……

2018年，三秦大地好消息接
踵而至，人们也各有各的收获。
一个个故事、一项项举措、一串串
数字，勾勒出陕西民生状况持续
改善的生动图景，诠释着“以人民
为中心”这一最大的初心。

施政所向，回应民生关切

民之所呼，政之所向。
2018年，陕西瞄准民生领域

的难点、痛点，着力破解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取得明显成效。
“看病住院费用报销 95%以

上，我现在看病基本不花钱了，这
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感谢政府！”
1月 16日，长武县昭仁镇南关村
贾天厚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激动地
竖起了大拇指。因为患有癌症，
他去年两次住院花了 8万余元，
但受惠于健康扶贫政策，几次报
销下来，治疗几乎不花钱。

从以往“救护车一响，一头猪
白养”，到如今治病有保障。实施
健康扶贫工作以来，我省绝大多
数贫困群众真真切切增强了获得
感，极大地消除了像贾天厚这样
的贫困户看病的后顾之忧。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省
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

作出的庄严承诺。
2018 年，我省把脱贫

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
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出台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的实施意见》，脱贫攻坚有
了“路线图”。同时，精准扶贫工
作力度不断加码，坚持到村到户
到人精准帮扶，让越来越多的群
众看到了幸福的希望。2018年，
全省104.5万人实现脱贫，贫困发
生率下降到 3.2%左右，23个贫困
县有望摘帽。

创新社会治理，是提高人民
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这一年，我省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共破获涉黑涉恶
案件 5900 余起，抓获涉黑涉恶
犯罪嫌疑人 9200 余人，扫出一
片朗朗乾坤；“平安陕西”建设
扎实推进，“雪亮工程”建设不断
强化，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8

万多起……一心为民造福，一路
披荆斩棘，我省成功消除了一个
又一个不稳定因素，为群众构筑
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机会更多，夯实民生之本

就业是民生之本。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89.3%，城镇新增就业 46万人、登
记失业率 3.3%……数据的背后，
折射出在我省坚持就业优先的理
念带动下，就业创业工作取得新
进展。

于一原先在深圳创办互联网
公司，他在考察市场过程中，感受
到了西安营商环境发生的巨大变
化，于是决定在 2018年将企业总
部迁到西安。去年，他的“红人
装”APP用户量从500多万快速增
长至3000多万。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
过去一年，我省坚持创业障碍做

减法、创业扶持做加法，针对高校
毕业生、贫困人口以及返乡农民
工、回国留学生等不同群体、不同
情况，量身定制创业帮扶政策，市
场主体登记注册热情高涨。2018
年，全省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
体90.53万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64.01%。

创业之门越开越大，人才流
动“立交桥”越建越多。

这一年，户籍制度改革持续
推进。2018年12月11日，原籍湖
北武汉市的连运杰成为2018年度
第75万名“新西安人”。从事建筑
行业的他和妻子、孩子，终于结束
了十几年的漂泊，圆了安居梦。

这一年，收入倍增计划深入
贯彻。2018年陕西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2528元（全国 28228元），
同比名义增长 9.2%（全国 8.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全
国6.5%）。 （下转二版）

■去岁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2% 支出再创新高
■北京自愿将户口迁出中心城区的居民可获奖励
■曹雪芹故居启动复建：恢复清式三进四合院
■湖南华容县发生塔吊坍塌事故已致4死1伤
■美参院两党同意就政府关门两提案投票
■网络生态治理行动清理有害信息709.7万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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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继续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本报讯（郭喜强）1月 22日，笔者从全
省国资系统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年省属
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5.6%，达到 391.4
亿元，创历年最好水平，排全国第7位。

2018年省属企业运营效率明显提升，
所有者权益 8232亿元，同比增长 13.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5.6%。陕煤集团利润
总额 135 亿元，榆能、陕投、延长石油
等 11户企业利润总额均超 10亿元。2018
年省属企业归母净利润 147.8亿元，同比
增长 12.8%，成本费用利润率 3.6%，同比
上升 0.2 个百分点；风险防控取得成效，

“两金”占用较营业收入增幅低5.7个百分
点，市场化债转股落地资金 94.5亿元，非银
行监管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 1.2个百
分点。

统计显示，2018年省属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1.13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创历史
新高，在全国地方国资委排名第5位。延长
石油集团、陕煤集团世界500强位次双双前
移，陕西建工集团营业收入破千亿元大关，
15户企业营业收入过百亿元。2018年省属
企业资产总额 2.7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1331亿元，同比增长 17.2%。2018年，延
长石油集团完成投资324亿元，法士特集团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2.7倍。

2018年省属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特别是利润增幅
高于收入增幅，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显示出企业效益总体上升。

2018年省属企业社会贡献成效显著，
上缴税费846.6亿元，同比增长16%；延长
石油集团上缴税费415亿元，财政贡献全省第一；陕
西果业、东庄水利、陕西交投、陕西钢铁、中陕核等
5户企业上缴税费同比增长均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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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陕西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持续提高

以民为先 幸福三秦

1 月 21 日凌晨 4 时，零下 14
摄氏度。走进延安市黄陵县东王
河山里，一阵寒风吹过，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工务段
黄陵南桥隧检查工区工长赵亚刚
不禁打了个寒战。他裹紧外套，
继续向大山深处走去。

今年 32岁的赵亚刚，负责包
西、甘钟铁路线上桥梁
和隧道的检修工作。由
于甘钟铁路建于20世纪
70年代，受当时施工工
艺限制和陕北自然环境
影响，沿线大部分隧道
出现渗水。黄陵南桥隧检查工区
管辖的范围内漏水点多达 60
个，漏水严重的隧道有 6座。每
逢冬季，这些漏水点结成厚厚的
冰墙，或者在隧道拱顶结成冰
锥，严重威胁列车的运行安全。
这时，他和工友就要进入隧道进
行除冰作业。因此，他们被称为

隧道“打冰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走，赵

亚刚和工友一起来到作业地点
——东王河隧道。隧道里漆黑一
片，温度也明显降低了许多。进
入隧道 20多米处，赵亚刚停了下
来，用竹竿打掉隧道顶上的冰
柱。“现在温度还没有那么低，冰

柱不是很多，打冰还比较容易。”
赵亚刚一边打冰，一边介绍，“如
果不清理这些冰柱，一旦列车经
过，冰柱掉下来会砸到列车，后果
不堪设想。”

在清理完隧道顶上的冰柱
后，赵亚刚一行继续前行。在进
入隧道 100米处，一块高 5米、长

10米的冰覆盖在隧道墙壁上。“像
这样厚的冰，需要两种工具一起
用，上面用竹竿打，下面用铁镐
砸。”赵亚刚说。经过 30分钟的
作业，冰终于被铲掉。

在赵亚刚打冰作业的同时，
冰块不断掉落下来，这时一旁的
工友就赶紧清理。如果清理不及

时，就会影响列车的正
常运行。“有时冰结得
厚，我们需要一个多小
时才能把冰块打掉。尤
其是寒冬，一天要来回
三四趟。”赵亚刚说。

看着冰一块块地掉落下来，
隐患一处处被消除，赵亚刚又开
始对剩余需要打冰的隧道逐一进
行检查。只见他一手拿着手电
筒，一手在本子上记录着，不放过
一处隐患。他说：“打冰虽然枯
燥，但看着列车安全驶过隧道，我
心里很开心。” （苏怡）

隧道“打冰人”

本报综合消息 在近日召开
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政策
吹风会上，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对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工资
的，农民工可要求加付赔偿金，即
欠薪金额的50%到100%赔偿金。

农民工若被欠薪怎么办？人
社部劳动监察局局长王程介绍，
各地人社部门都设立了政策咨询
热线电话——12333，可随时解
答政策咨询。另外，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还对外公布投诉电话，
农民工可随时拨打电话获得维

权服务。
同时，所有劳动监察机构都

设立了举报投诉信箱和接待窗
口，部分还设立了网上投诉渠道，
方便农民工维权。此外，农民工
还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仲裁机构也开辟了绿色通道，
快裁快审。此外，各地司法行政
部门和工会组织也提供了广覆盖
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帮助农
民工依法理性维权。“总之，农民
工遇到欠薪，他们的维权渠道是
通畅的。”王程说。

目前，为期百日的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专项执法行动正在各
地开展，已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2.8万件，为38.9万名农民工
追发工资待遇57亿元。

接下来，人社部将全力以赴
做好治欠保支工作，对政府投资
工程项目因为拖欠工程款导致的
欠薪问题，督促地方政府立即优
先清偿农民工工资。对其他企业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责令其在春
节前限时解决。经责令支付逾期
不解决的，将依法从重处罚。

单位逾期不付工资农民工可要求赔偿

本报讯（张翟西滨）1月22日，咸阳市委书记岳亮
看望慰问劳模和交友帮扶对象。

在长庆石化分公司，岳亮看望慰问了全国劳模尉
勇，鼓励他在企业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在看到交友
帮扶对象咸纺集团一分厂前纺车间职工孙宝军搬入公
租房、生活得到改善时，岳亮非常高兴，勉励他认真工
作、勤劳致富。

咸阳市委书记岳亮看望慰问劳模

本报讯（建宣）1月22日，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徐
立平到陕建交大创新港项目看望慰问困难农民工，并
与工会干部、农民工代表等座谈。

徐立平实地了解一线建设者工作生活情况，并看
望慰问了两名困难农民工。他叮嘱项目工会、劳务工
会要加大帮扶力度，切实解决农民工兄弟遇到的困难，
让他们早日脱贫。

徐立平到陕建交大创新港项目“送温暖”
本报讯（李丽）笔者从 2019

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获悉：今年我省将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力争新增加
民营企业 20万户，新增加工业市
场主体 5万户，培育规模以上企
业700户。

2019年，我省将积极推动 50
亿元民营企业纾困基金设立，并
加快投放进度，帮助有市场、有信
用的民营企业渡过难关；用好 10
亿元民营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
资金，支持民营企业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和新产品新技术提升；组
织开展民营企业“清欠、减负、救
助、化解产权纠纷”行动，解决企
业当前遇到的困难；加大力度推
进企业上市和挂牌工作，鼓励企
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力争
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 10户；夯实
发展载体，加强对 50个示范县域
工业集中区考核激励和动态管
理，再培育 3户至 5户省级“双创
特色载体”，实现“陕西中小企业
云平台”上线运行。2019年，我省
力争将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
提升到55%。

今年全省力争新增民企20万户

本报讯（赵雪）笔者从陕西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
估行业 2018年总结表彰大会上了解到，截至去年底，
全省共有会计师事务所236家、评估机构71家，执业注
册会计师2557人，非执业会员1613人，资产评估师749
人，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

总体来看，目前陕西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还
处于比较弱小的发展阶段。注会行业收入 2000万以
上的只有 13家，占全省事务所总数的 5.5%。评估机
构收入 1000 万以上的 6 家，不到全省机构总数的
10%。只有少数机构能在全国范围内拓展业务。

陕西共有执业注册会计师2557名

近期，中铁十二局集团四
公司工会筹集慰问金24.25万
元，看望慰问劳动模范、离退
休干部、特困职工等共计 186

户。图为四公司工会主席侯
仰红向西安咸阳机场项目部
员工送上慰问品及福字。

刘国占 摄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