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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户外寒风凛冽，但
在陕汽控股车身厂装焊一车间
FB精整二班的调车线上，机器轰
鸣、焊花四溅，一派热火朝天的劳
动景象。

随着“最后”一辆车下线，
精神高度专注的二班员工有了短
暂的休息时间，可班组园地的休
息区却无人问津，只见他们取下
手套、摘掉口罩，顾不上擦拭额
头上的汗水，站在各自工位上，
人人拿出一本《作业指导书》认
真翻看。

原来，一场以“质量大提升，
助力开门红”为主题的“质量接
龙”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工位工友注意了，1、2、3

开始！”
“一工位，

检查驾驶室是
否平稳降落到
位……”

“二工位，将焊接参数调
整到工艺范围内，自检地板
支架焊接间隙……”

“三工位，焊接完成后及
时清除焊丝头，确保焊缝无
缺陷……”

随着班长耿寅一声令
下，工友们站在各自工位上，以

“接龙”游戏的形式，熟练背诵着
《作业指导书》中的岗位职责。

紧接着，耿寅依照《作业指导
书》，开始仔细核查员工的具体落
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出改正，
没有问题继续巩固强化。

在整个“接龙”背诵过程中，
班组成员“一次性”顺畅完成。大
家表示，这种形式既新颖又刺激，

只要提前做足了功课，谁都不会
“掉链子”。

时下，正值陕汽控股“双轮驱
动开门红”生产大干期，通过开展

“质量接龙”游戏，FB精整二班全
员的质量意识得到了强化，潜在
的质量隐患被及时消除，不仅提
升了班组质量管理水平，也为陕
汽实现决胜一季度目标提供了坚
实保障。 （朱鹏飞）

一场“小游戏” 一次“大提升”

调车线上的“质量接龙”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为生动记

录三秦大地的新气象、职工群众的新作为，本报今日起开设《新

春走基层》专栏，以期用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报道，激

发全省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信心和决心，为助

力陕西追赶超越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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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1
月24日，在省统计局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通报了《2018年全省国民
经济运行情况》。2018年，全省实
现生产总值 24438.32亿元，比上年
增长8.3%，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
增速位居全国第5。

第一产业增加值 1830.19 亿
元，增长 3.2%；第二产业 12157.48
亿元，增长8.7%；第三产业10450.65
亿元，增长8.8%。

工业生产增速加快。2018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

增长 9.2%，增速比上年加快 1个百
分点。从主要行业看，规上能源工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4%，增速
比上年加快 4.9个百分点，非能源
工业增加值增长8.1%。

投资持续较快增长。2018年，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
上年增长 10.4%，增速比上年回落
4.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投资比上
年增长 45.2%，增速比上年加快
1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5.5%，加快 3.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投资增长9.8%，回落8.3个百分点。

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2018
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938.27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
增速比上年回落1.6个百分点。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 7866.04亿元，比
上年增长10.0%。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1072.24亿元，增长11.5%。

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2018
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46.09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2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10.4%、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增长 12.7%、农
林水事务支出增长15.3%。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寒
冬送温暖，真情暖人心。1月 24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
会主席郭大为带领省总工会及西
安市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到西
安市公交八公司、陕西五环集团
送温暖，向困难劳模、困难职工和
农民工送去党和政府的关爱，送
上新春的祝福。郭大为说，公交
承载温情，工会送上温暖。公交
为公众服务，工会为职工服务。
要通过工会与职工互动产生动

能，通过动能产生温暖，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

郭大为一行首先来到西安市
公交八公司。在座谈会上，西安
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翟长卫汇报
了西安市公交总公司工作情况。
郭大为向西安市公交总公司和在
场的职工代表表达了省委、省政
府和省总工会的慰问之情，并对
西安公交总公司智慧出行普及程
度，新的一年实现公交车全部空
调化和纯电动化的打算给予肯定

和赞许。郭大为说，公交行业是
责任活、是操心的活。随着城市
的发展，公交的优势越来越凸显，
但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要加强
企业管理，把发展公交事业与维
护职工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实现
企业发展和职工增收“双赢”。公
交是城市流动的风景。发展绿色
公交、人文公交、智慧公交、品质
公交是现代城市的趋势。希望西
安市公交总公司锐意进取，不断
满足城市发展要求，满足市民对

出 行 便 捷 的 需
求，为大西安建
设多作贡献。

郭大为要求，
全省各级工会组
织认真履行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
众的基本职责，
把送温暖作为一
项经常性的重要
工作来抓，让职
工安心工作，把
实事、好事办到
职工心坎上。要
摸清底子，精准
施策，切实保障
城市困难职工家
庭欢欢喜喜过大
年。要帮助困难
劳模解决工作和
生活中的问题，
对 特 别 困 难 的
劳 模 要 加 大 救
助力度。

在西安市公
交 八 公 司 会 议
室，郭大为把焦
点对准困难劳模
和困难职工。刚
踏进会议室，郭
大为就询问起长
期患病的困难职

工李龙身体情况和治疗情况，勉
励他放下包袱、要有信心，抓紧治
疗。在同困难劳模雷西文交流
中，郭大为说：“你是 1986年的市
级劳模，很优秀，党和政府不会忘
记你们，你和你爱人的身体长期
不好，工会组织一定会关心你们
的生活。”雷西文激动地说：“当劳
模都是 33年前的事了，工会组织
没有忘记，感谢！感谢！”李龙说，
这些年企业工会一直很关心自
己，给了他很多帮助，才挺过一道

道难关。
随后，郭大为一行来到陕西

五环集团。刚下车，郭大为就夸
赞在该集团担任了 30年工会主
席的李建民：“你是全国优秀工会
主席，西安唯一一个，很优秀。”

在同陕西五环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何安民交谈完企业经
营、工会工作和困难帮扶后，郭大
为赞扬了西安市总工会“农民工
平安返乡行动”，专列免费送农民
工回家。希望西安市总工会把行
动做实做细，当好职工的贴心人。

在驱车赶往困难职工家中的
途中，灞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朱列同郭大为交流
起工会慰问标准提高话题。她
说，省总工会标准出来后，他们第
一时间利用微信群、公众号转发，
让更多的工会干部和职工了解工
会的政策福利。郭大为听后说，
各级工会要进一步推动完善职工
福利制度，落实职工福利，基层工
会要按照经费收支办法，为职工
发放节日慰问品。

在全国纺织劳动模范马河花
家里，郭大为详细了解了这一六
口之家挤在60平方米民房的家庭
情况后，勉励她，有党和政府的关
怀，有工会的关心，通过自己的努
力，日子一定会一天一天好起来。

郭大为还来到农民工李新
连住的职工宿舍，详细了解了这
位自小父母双亡，丈夫去世，女
儿上大学的家庭生活状况后，鼓
励她，遇到困难找工会，工会就
是“娘家人”。

在慰问结束时，郭大为一再
叮嘱随行的工会干部，要多干党
委想干的事，多帮政府干好正在
干的事，多做职工群众关心的事、
操心的事。

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
茜，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薛振虎等一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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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去年实现生产总值24438.32亿元

为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经
省政府同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对我省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地
区类别从2019年5月1日起执行。

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
一类工资区：全日制用工最低

工资标准为 1800元/月，非全日制
用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8元/小时；

二类工资区：全日制用工最低
工资标准为 1700元/月，非全日制
用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7元/小时；

三类工资区：全日制用工最低
工资标准为 1600元/月，非全日制
用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6元/小时。

地区类别由四类调整为三类
二类区调整到一类区 3个：西

安市临潼区、长安区、高陵区；
三类区调整到二类区 8个：西

安市鄠邑区、周至县，汉中市城固
县、洋县、勉县、西乡县、略阳县，商
洛市商州区；

四类区调整到二类区 1个：西
安市蓝田县；

四类区调整到三类区 20个：
宝鸡市麟游县，铜川市宜君县，汉
中市镇巴县、宁强县、留坝县、
佛坪县，安康市平利县、石泉
县、紫阳县、白河县、汉阴县、
镇坪县、宁陕县、岚皋县，商洛
市洛南县、山阳县、镇安县、丹
凤县、商南县、柞水县。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要求，各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强对《陕西省最低工资
规定》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依法查处用人单位的违
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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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为到困难企业看望职工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

本报讯（陈波）1月24日，省总工会副主席赵霞一
行到陕西省西安汽车站，看望慰问坚守在春运一线的
交运职工和困难职工。

期间，赵霞为车站售票、安检、治安防恐等岗
位的一线职工送去了慰问品和新春祝福，感谢他们
在春运中的默默奉献。同时看望慰问了两名困难职
工，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他们
的心坎上。

赵霞在听取车站经营发展、工会工作和 2019年
春运情况后指出，一定要高度重视和警惕转型期间企
业发展遇到的困难，要充分发挥车站党委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带领广大职工，团结一
心、攻坚克难，为车站美好的明天共同奋斗。

赵霞到陕西省西安汽车站慰问交运职工

根据《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评选和
管理办法》（试行），现将 2018年陕西省国防科技
工业劳动模范人选名单（详见2版）予以公示。如
有不同意见，请于2019年1月31日18:00前，以电
话或书面形式向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竞赛委员
会办公室反映。

电话：029-85735491
传真：029-85735493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107号
邮编：710061

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竞赛委员会
2019年1月25日

公 示

比上年增长8.3% 增速位居全国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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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了解到，2018年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保险基
金总收入为 5.6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8%，总支出为
4.87万亿元，同比增长16.0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卢爱红表
示，2018年我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全面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大力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参加工伤保
险工作。截至2018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
保人数分别达到 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社保
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

卢爱红指出，2018年我国建立实施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深入推进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继续实施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全年为
企业降低成本1840亿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重
要突破。”

去年三项保险基金总收入5.6万亿元

1月23日晚，宝鸡市盛世广场
1.2万盏大红灯笼“光彩夺目”。红

红火火的新年氛围，让游人纷纷拿
出手机拍照留念。 李世平 摄

红红火火过大年红红火火过大年

本报讯（徐颖）1月 23日，笔
者从省财政厅获悉：日前，省财政
厅和省工信厅联合发布《陕西省
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业务降费奖补
政策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
务规模，重点支持符合条件的省
内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开展小
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

《办法》明确，省财政厅将对
政策引导性较强、效果较好的担
保机构，特别是对直接服务小微
企业且收费较低的担保机构进行
奖补。《办法》规定，省财政厅对担
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
提供担保（再担保）服务进行分档
补助。其中，对单户贷款300万元
（含）以下的，给予不超过年平均
担保额 2%的补贴；对单户贷款
300万元至 500万元（含）的，给予
不超过年平均担保额 1.5%的补
贴；对单户贷款 500万元至 1000

万元（含）的，给予不超过年平均
担保额1%的补贴。

《办法》鼓励担保机构扩大中
长期贷款担保（3年至 5年贷款）
和无抵押（质押）担保业务范围，
对单户 500万元以下的中长期贷
款担保和无抵押（质押）担保业
务，给予不超过年平均担保额 3%
的补贴；对再担保机构为融资担
保提供的再担保业务，参照担保
机构分档标准，按照承担风险比
例，给予不超过年平均担保额
1.5%、1%和0.5%的补贴。

与此同时，《办法》支持担保
机构将小微企业担保费率逐步降
至 1.5%（含）以下；对担保机构开
展的单笔500万元以下、担保费率
低于 2%的中小微企业担保业务
给予一定补贴；对担保机构 1000
万元以下的担保（再担保）增量业
务和绩效考核成绩突出的担保机
构，给予一定奖励。

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业务降费奖补政策出台
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担保将获补助

郭大为（左）向西安市公交八公司送去慰问金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向西开放
陕西“龙头”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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