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15 复字第 7163 期

邮发代号51－7 2019年 1月31日 星期四 农历戊戌年十二月廿六 网址：www.sxworker.com

SHAANXI WORKERS' NEWS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21847 发行经营部：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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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在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第十小组讨论会现场，来自群团组织的
委员，利用会议间隙讨论省高院、省检察院
工作报告。

↑来自妇联界别的委员，利用会议间
隙为与会者献歌。

聚焦两会·声音

在此次“两会”上，省政协委
员、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永乐将目

光聚焦在服务职工上。他以《关
于职工子女托管的建议》为题，致
力于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

张永乐认为，尽管社会上出
现的学生托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部分家长的实际困难，但
由于法律缺位、监管缺失，学生托
管机构不规范经营、安全隐患等
问题日益突出。

张永乐建议，省级与地方、各
企业协商，共同出台政策，拓展服
务内容，建立以学校为主体、企业
为补充、社会组织参与的联动模
式，建立托管中心，解决职工的后
顾之忧。通过开展课业辅导、阅
读拓展、综合素质、配套餐饮等服
务，向职工子女提供一个安全的
学习场所。 本报记者 王何军

省政协委员，延安市政协副
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黑树林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南泥湾建全
国职工教育培训基地，是一件具
有历史意义和现实需求的大事。
此举可以让全国各地的工会干
部、职工更好地感受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工作

热情，使之成为引领全国职工思
想政治教育的高地。

黑树林表示，在南泥湾建全
国职工教育培训基地、劳模疗休
养基地、劳模纪念馆，可以进一步
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此项目应由省发改委立项，
省财政给予资金支持，省总工会

具体负责筹建实施。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张永乐委员

建子女托管中心 解职工后顾之忧

黑树林委员

在南泥湾建全国职工教育培训基地

本报讯（谢红江）1月 30日，宝
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曹海芹带领慰问组看望慰问坚守
岗位的一线职工。

曹海芹一行深入宝鸡市交警支

队陈仓大队、市中心医院、宝运汽车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分别送去
了价值1万元的慰问品。每到一处，
曹海芹都嘘寒问暖，与一线职工亲切
交谈，并送上新春祝福。

当日，另外两个慰问组也深入宝
鸡供电局、新福园广场环卫站等单
位，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
此次活动共走访 11个慰问点，发放
了价值11万元的慰问品。

宝鸡市总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

本报讯（刘会茹）1月29日，省
总工会副巡视员李岳文一行到韩城
市“送温暖”，看望慰问劳模、困难
职工。

在全国劳模李玉兰家中，李岳
文详细了解了她的生活和身体状
况。在陕西宝韵公司召开的座谈会
上，李岳文表示，工会要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增强职工群众对
党政、工会组织的认同感。随后，
慰问组还看望慰问了困难职工王翠
霞、夏银玲。

李岳文到韩城市“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室外寒
风细雨，室内热火朝天。1月30日下
午，陕西省总工会春节慰问演出暨中
建八局“铁军杯”劳动竞赛启动仪式

在中建八局西北公司西安丝路国际
会展中心项目建设工地举行，近 600
名建设者享受了这一“文化大餐”。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出席

并为劳动竞赛揭牌。
歌舞《启航》 拉开

了慰问演出的序幕。歌
曲 《为了谁》《等待》
《锦绣前程》抒发了新
时代劳动者的奋斗情
怀。小品《吃鱼》让现
场观众纷纷叫好。川剧
特技《变脸》、魔术表
演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
潮。在雄壮的中建八局
司歌《铁军之歌》中，演
出落下帷幕。

在观看完演出后，
一线建设者纷纷表示：

“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
演出，很意外，也很激
动。感谢省总工会为我
们送来的文化大餐。”

启动仪式上，进行
了“创双优”“工会联合

会”“青年文明号”揭牌及“党员先锋
号”“工人先锋号”“青年突击队”授
旗。与会领导还现场慰问了一线建
设者并送上新春祝福。

本报讯（张翟西滨）1月 30日，
咸阳市总工会举行2019年“双节”救
助困难职工现场发放仪式，市委副市
级领导庞少波等出席。

仪式现场，咸阳市总工会筹集

238.95万元，向来自纺织、电子、建筑
等行业的 1356名困难职工每人发放
了1000元至3500元的救助金。

据了解，从今年起，咸阳市总
工会将依据城区困难职工的贫困程

度，采取项目化帮扶和普惠性救助
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送到最困难、最需要救助的职
工手中，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祥和的
春节。

咸阳市总238万元救助1356名困难职工

本报讯 1月 29日，省总工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张剑一行到陕西华山
建设集团看望慰问退休职工和困难
职工，向他们送上新春的美好祝福。

在退休职工陶茂华家中，张剑详
细询问了他的生活状况和身体情况，
叮嘱他要保重身体，适度锻炼，保持

良好心态。在患病的青年职工邓兴
华家中，张剑鼓励他要勇于面对暂时
的困难，增强信心，在组织的关怀下
积极治疗、早日康复。当听到邓兴华
带病备考一级建造师时，张剑表示，
邓兴华这一精神值得称赞，是年轻人
学习的榜样。

张剑在慰问中指出，广大职工要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与职
工电子书屋平台。关爱职工是省总工
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国工
会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要把党和政
府的关怀、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张剑到华山建设集团“送温暖”

把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

陕西省总工会春节慰问演出陕西省总工会春节慰问演出
走进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项目走进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项目

1月29日，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在渭河车辆段举行“包饺子、话家
常、强初心”青年员工慰问活动，喜迎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图为青年
员工进行包饺子比赛。 申立 摄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古城西安处处洋溢着“年”的味
道。图为永宁门广场前的双龙彩灯。 王忠义 摄

1月28日，农历小年。
6时 30分，在西安港务区全运

村建设工地职工宿舍，53岁的四川
德阳籍农民工刘应东匆匆洗漱后，
就赶往奥体中心施工现场交接工
作，准备回家过年。

在西安打拼了 8 年的钢筋工
小组长刘应东，曾参与了样板工
程——西安昆明路综合管廊项目
建设，也曾在鲁班奖工程——秦汉
新城清华附中秦汉学校初中部项
目建设中洒过汗水。

今年春节，川籍农民工回家难
的现状，并没有随着西成高铁的开
通而解决。2018年，刘应东让儿子
提前一周网购回家车票，结果因发
车时间过早，只能乘出租车前往车
站。2017年，因买不上车票，他只
能搭老乡的顺风车回家。前几年，
他甚至还经历了在宝鸡留宿一夜
的囧途……

“工友们，兄弟姐妹们！我宣
布，川籍务工人员返乡专列现在出

发。”伴随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的发车号令，
11时 40分，由西安市总工会组织
开行的“2019年暖心动车专列”驶
离西安北站，免费送 556名川籍农
民工踏上了幸福回家路。

这是西安市总工会开展“农民
工平安返乡行动”的一项重要活
动。刚刚加入工会组织8个月的刘
应东和众多老乡，在这次活动中深
切感受到了工会组织的温暖和贴
心服务。 （下转二版）

情暖回家路
——西安市总工会包租动车专列送556名川籍农民工返乡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根据本报出版计划，2019年2月4日（周一）报纸调整到2月3日（周日）出版，2月5日（周二）
至2月8日（周五）休刊4期。 陕西工人报社启 事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凝心
聚力共谋发展，砥砺奋进同谱新
篇。1月 30日下午，在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后，陕西省政协十二届二次
会议在陕西宾馆闭幕。

省政协主席韩勇，省政协副主
席陈强、祝列克、李晓东、李冬玉、
杨冠军、王卫华、刘宽忍、王二虎和
秘书长闫超英在主席台前排就
座。大会由韩勇主持。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和平，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马中平，省委常委张广智、梁桂、
徐新荣、王兴宁、王永康、庄长兴、
姜锋、杨志斌，省军区政委，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省武警总队司令员、
政委，其他副省级领导同志和老

同志，以及十二届省政协常委在
主席台就座。

本次大会应出席委员 568人，
实到531人，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会议通过了政协陕西省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陕西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
于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政协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宣读了政
协陕西省委员会关于表彰十二届
一次会议优秀提案、提案先进承办
单位和办理工作先进个人的决定；
宣读了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关于表
彰2018年度优秀社情民意信息、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先进集体和优秀
委员的决定。

随后，韩勇发表讲话。他说，
全体委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

饱满的政治热情，紧扣追赶超越和
“五个扎实”要求，聚焦推动高质量
发展，认真履行职能，踊跃建言资
政，积极撰写提案，提出了许多有
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建议，形成了
广泛的共识，全面彰显了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勃勃生机与活力，生动
体现了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的
独特优势和作用，也充分展现了十
二届省政协委员新的精神面貌与
担当作为。

韩勇指出，今年我们将迎来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也将迎来人民政
协 70华诞。我们要全面贯彻中共
中央关于政协工作的新要求和省
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把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贯穿到落
实这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之中，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将全省政
协事业推向前进。 （下转二版）

大会通过政协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
谱写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新篇章

陕西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西安闭幕
胡和平刘国中等在主席台就座 韩勇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