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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西安市总工会组织市书法
家协会的10余名书法家，在大唐不夜城广

场现场书写春联1000余副，免费向过往市
民赠送。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近日，省建设工会主席徐富权一行来到中铁十二局集团
四公司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等项目看望慰问一线建设者，向他
们送上防寒服、保暖内衣等慰问品。 刘国占 摄

全省法院
受理案件63.79万件
本报讯（记 者 王 何

军）1月 29日，记者从陕西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二次全体会议获悉，2018
年全省法院受理案件 63.79
万件，审执结59.48万件。

在依法打击刑事犯罪
方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2.38万件，判处罪犯 2.86万
人；严惩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审结“涉抢涉爆”、危险
驾驶等案件 5911 件；在惩
治腐败犯罪方面，审结一审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

566件622人。
2018 年，全省法院深

入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
执结案件 16.34万件，执结
标的892.85亿元，同比分别
上升 18.62%和 83.58%。开
展“三秦飓风”百日执行大
决战等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规避、抗拒执行行为，冻
结资金 134.44亿元。开展
涉民生、涉金融、涉党政机
关和公职人员执行案件专
项清理，执结此类案件 2.04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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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规模超过30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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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工业
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29日介绍，
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规模首次
超过30万亿元。

苗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8年，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处于近三年平均增长区间；
利润方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3%，其
中，制造业利润增长8.7%。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率为 6.49%，同比提高
0.11个百分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业投
资稳步回升。2018年，工业投资同

比增长6.5%，比去年加快2.9个百分
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5%，是 2015年 7月份以来最高增
速，已连续9个月实现回升。”苗圩说。

从新动能看，2018年，高技术
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
别增长 11.7%和 8.1%，其中电子制
造业增长 13.1%，均明显快于整体
工业增速。

2018年，工业领域的对外开放
也实现新突破，取消了船舶建造、
飞机制造外商准入限制，以及专用
车和新能源汽车外商股比投资限
制，明确了其他类汽车开放时间表
和路线图。以此为标志，一般制造

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对外资全部开
放。2018年，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
外资达到 41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
长22.9%。

苗圩介绍，2019年，将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继续建设一批高
质量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进
一步扩大拓展国内市场。要支持
车联网发展，支持新能源汽车发
展，推进 4K等超高清视频产业创
新和应用推广，支持邮轮建造，发
展2022年需要的冰雪装备，这都是
新的增长点。同时还要持续升级
扩大信息消费，支持可穿戴设备、
虚拟现实产品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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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切切，意绵绵。1月24
日下午，咸阳市委副市级领
导庞少波等一行前往西北一
棉实业有限公司，看望慰问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赵梦桃生
前小组的吴桂贤、李桂英、郭
淑贞、梁福云、陈淑华、李玉
兰、郭小兰 7位老姐妹，向她
们带去党和政府的亲切问候
及市总工会的新春祝福！

赵梦桃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
字。她是原国营西北第一棉
纺织厂细纱值车工，1956年、
1959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被树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
旗帜。1963年 6月 23日，赵
梦桃因病去世，年仅 28 岁。
同年 4月 27日，她所在的四
组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命名
为“赵梦桃小组”。

桃花朵朵，岁月凋落。
当年赵梦桃小组的 24 名成
员，如今健在的仅有 7 位，
最大的 84 岁，最小的 79
岁。她们与赵梦桃同学习、
同工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

“多纺纱、织好布”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是最
可爱的人。

当日，室外冬意浓浓，室
内热气腾腾。在社区党员会
议室，雪白的墙面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显得
格外醒目。咸阳市委、市总
领导与赵梦桃生前小组姐妹
围坐一起，亲如一家。

一束束鲜花，一副副春
联。慰问组一行向老姐妹送
鲜花、送福字、送春联，祝她
们新年快乐，健康长寿！

庞少波深有感触地说：
“赵梦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典范，是咸阳工人宝贵的精
神财富；赵梦桃小组是一方

‘精神高地’，是全国纺织战
线的一面旗帜，闪耀着赵梦
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与
光辉。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
忘不了你们！今天一来拜个
早年，二来听听老姐妹们对

工会组织的希望、要求和心
里话，使我们在新的一年
里，更加勤勉工作，更好服
务职工。”

座谈中，李桂英、郭淑
贞、梁福云等纷纷发言，表达
感激之情：“感谢党和政府的
关怀，感谢工会组织的温
暖！人退休了，但梦桃精神
永不退休。我们会继续为这
面鲜艳的旗帜增光添彩！”

西北一棉实业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张书先介绍说：“几
位老姐妹虽已退休，但她们
不忘关心支持企业发展。炎
炎盛夏，她们主动熬制绿豆
汤送往车间机台；寒来暑往，
她们走进中小学课堂，义务
为学生宣讲梦桃精神……她
们让梦桃精神代代相传。”

“吴大姐您好！向您拜
个早年！”庞少波与远在外省
定居的吴桂贤视频通话，手
机那头传来她清晰的画面和
声音：“首先感谢各级政府和
工会组织的关怀培养及咸阳
人民的关心眷顾，是这种人
间真情大爱，才使梦桃精神
代代相传。向咸阳人民问好
拜年！”

世间有一种情愫，是工
友之念、姐妹之情。当张书
先拿着手机依次走到李桂
英、郭淑贞、梁福云等面
前，吴桂贤一眼认出并直呼
其名。

满头银发的梁福云说：
“桂贤只要回咸阳，总要与几
位老姐妹欢聚一堂，那开心
的话儿道不尽、说不完啊！”

有一种美，叫遗憾美。
与赵梦桃同乡、同岁、同天坐
绿皮火车进厂的84岁的郭小
兰前几天因病住院，未能到
场，成了老姐妹心头挥之不
去的眷念、牵挂……

聚是祝福，情是永远。
临别之际，咸阳市委、市总领
导与老姐妹在庄严肃穆的赵
梦桃塑像下合影留念。

（张翟西滨）

1月24日，咸阳市委、市总领导与赵梦桃生前小组的姐妹郭淑贞（左二）、李玉兰
（左三）、李桂英（左四）、陈淑华（右五）、梁福云（右四）在赵梦桃塑像前合影留念。

本报讯（记 者 王 何
军）1月 29日，记者从陕西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二
次全体会议获悉，全省检察
机关2018年协助963名农民
工讨回工钱1462.27万元。

2018 年，陕西批捕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1614
人；批捕欺行霸市、强揽工
程、以非法手段插手民间纠
纷等黑恶犯罪 222人；批捕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314人；
批捕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
罪、金融诈骗犯罪 597人；
批捕涉及扶贫资金、影响扶
贫工作犯罪 59人；批捕侵
犯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
犯罪 247人，协助 963名农
民工讨回工钱 1462.27 万
元；批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
人20569人。

全省检察机关
协助农民工讨回工钱1462万元

本报讯（记 者 王 何
军）1月 29日，记者从陕西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二次全体会议获悉，2018
年，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修订
地方性法规 8件，审查批准
设区的市法规 18件，审查
备案规范性文件59件。

据悉，2018年，省人
大常委会在研究编制五年
立法规划方面，突出立法
重点、切合陕西实际、分
清轻重缓急，列入规划的

项目共 83件，内容涵盖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障
和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
设、创新社会治理、推进乡
村振兴、完善人大制度等方
面；全年邀请 300人次代表
参与立法、监督、调研等
活动；邀请 84人次代表列
席常委会会议；代表在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
出的 2件议案、705件建议
和闭会期间提出的 8件建
议全部办结。

省人大常委会
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8件

“持续提高继续医学
教育水平，是提升卫生人
才队伍整体素质、维护和
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重要
人才支撑。”省人大代
表、西安市儿童医院院长
李安茂说。

他表示，健全医务人
员培训培养制度，使每个
医务人员都享有接受继续
教育和职业技能再培训的

机会，不断实现知识
再更新，已成为巩固
深化医改成果、加
快卫生事业科学发
展、建立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和改善民生
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
迫的任务。

李安茂建议，人
社和卫健部门要做好

沟通、达成共识，形成一套
完整的继续医学教育体
系，减少重复学习，提高学
习效率。

在“两会”上，李安茂
以《关于理顺卫生技术人
员继续医学教育管理体制
的意见和建议》为题，就医
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体制
的优化改革提出建议。

本报记者 王何军

“阎良至机场城际铁
路起点没设在阎良，西安
至韩城城际铁路过阎良区
但没设站。如果两条城际
铁路在阎良设站，将方便
群众出行，更可促进航空
工业发展。”提及两条与
阎良区有关的城际铁路，
省人大代表、西安飞机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薛莹
表示。

在“两会”上，薛莹
就西韩、阎良至机场城
际铁路应设阎良站提出
建议。

薛莹介绍说，阎良
有中航工业西飞公司、
试飞中心、一飞院、623
强度研究中心、西安航
院、西航职院等单位，拥
有航空科技人才 2.6万
人，是国家重要的航空

工业基地。目前，新洲
700等重大战略项目相继
签约落户，阎良的航空工
业重镇地位更加显著。

她建议，省政府在实
施西韩、阎良至机场城际
铁路时应设阎良站，一则
方便群众出行，二则促进
航空工业发展。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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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莹代表

设“阎良站”促进航空工业发展

李安茂代表

建立完整的继续医学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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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有个别自媒
体将有关政策误读为“私立幼儿园将退
出历史舞台”。教育部回应表示，关于

“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的规定，是特
指小区配套幼儿园，其他场所的民办园

仍可自主选择办成营利性民办园或者
非营利性民办园，享受国家和地方规定
的有关民办园的扶持政策。从国家政
策看，根本不存在私立幼儿园或营利性
民办园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说法。

教育部：“私立幼儿园将退出”系误读

司法部:已取消6000余项“奇葩证明”

人社部:去年公布重大违法行为2923件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王
茜）“截止到2018年底，各地区、各部门
共取消证明事项6000余项。”司法部法
治调研局副局长姜海涛29日在司法部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表示。

据介绍，为更好地开展证明事项
清理工作，司法部先后印发了《关于
证明事项清理有关问题的意见》等七
个文件，指导各地方和各部门做好清
理工作。并专门设立了“群众批评
——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
处理大量群众和企业投诉问题。据统
计，从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平台接受投诉1000余件，目前已

经办结并向司法部反馈情况的有 900
余件。

姜海涛介绍，已处理的群众投诉
主要涉及亲属关系证明、社保相关证
明、身份相关证明、户口相关证明等
等。这些证明的取消，为群众和企业
解决了办事创业中的“麻烦事”，增强
了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姜海涛表示，下一步司法部将继
续发挥平台对“减证便民”工作监督检
查作用，防止证明事项边减边增；开展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组织
各地区、各部门公布确需保留的证明
事项清单。

本报综合消息 笔者近日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2018年，全国各
级人社部门公布重大违法行为 2923
件。同时，还先后向社会公布了三批
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共 65家用
人单位及 15名自然人被“拉黑”，涉及
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 4358人、拖欠
工资金额5964万元。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说，2018
年，人社部门组织实施省级政府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属地监管
责任层层夯实，欠薪失信联合惩戒力
度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持续加强，治

欠保支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工程建
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工作
取得新进展，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
到有效遏制。

“接下来，我们将下大力气抓好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卢爱红告诉
记者，人社部门将健全治理欠薪问题
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强
化劳动保障监察日常执法，及时纠正欠
薪问题和消除欠薪隐患。加大重大欠
薪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和“黑名单”管理
力度，加强欠薪违法失信行为联合惩
戒。推进企业工资支付保障立法工作。

本报讯（殷霓）1月 28日，省总工会
副主席赵霞一行前往安康市开展“送温
暖”活动。赵霞首先来到安康市蚕种场，
详细询问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代

表省总工会为蚕种厂送去 5万元慰问金，
同时向困难职工佘德明、吴方胜送去了慰
问金和春联。随后，赵霞看望慰问了王文
生、党忠岁两位省部级劳模。

赵霞到安康“送温暖”

本报讯（王睿）近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对 2018年度经
济发展先进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43家先进企业和20名优秀
企业员工共获奖励 672万元。在颁奖现场，空港新城管委会
承诺，将把梳理出来的 55项遗留问题列入督查清单，全力督
办解决，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018年空港新城围绕建设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加快聚
集“三个经济”核心资源和关键要素，航空客货吞吐量分别突
破4460万人次和30万吨，均创历史新高。此次表彰获奖企业
既有西部机场集团、绿地集团、东方航空这样的“重量级选
手”，也有长安航空、梅里众诚、豆福源食品这样的“中小选
手”。参会的四川航空西安基地总经理卢宾表示：“川航西安
运营基地项目建设进度非常快，这得益于空港新城不断提高
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在表彰会现场，空港新城承诺，将在
率先实现“店小二”一对一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要求“店小
二”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

空港新城：672万元重奖
先进企业和优秀企业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