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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7139件建议办理完毕
■国家统计局：1月CPI同比涨幅回落至1.7%到1.8%
■马杜罗正式启动委内瑞拉史上最大规模军演
■匈牙利出大招鼓励生育：生4孩以上女性将免缴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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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工会领导春节前夕
看望慰问离退休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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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9日，农历正月初五。寒
风刺骨，雾锁“浐灞”。

正当万家团圆共度新春佳节
之际，在省市重点建设项目——
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西安丝
路国际会展中心、西安奥体中心
主体育场建设工地，上万名建设
者依然坚守施工一线，为“三个中
心”建设忙碌着，展现出了新时代
建设者的担当和风采。
“连续两个春节都在工地上度过”

早 7时 30分，中建八局西北
公司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项目
部土建工程师、现场管理员唐楠
已戴上安全帽、穿上安全马甲，准

时出现在大家面前，组织召开安
全早会。2000余名施工人员在寒
风中整齐排列，聆听施工安全要
求，领受施工任务。

从初一到初五，唐楠和同
事每天的工作就是从召开安全
早会开始。唐楠介绍说：“去年
春节没有休息，今年仍在工地
过节，想到女朋友家去一趟都
没时间。”

“不仅是唐楠连续两个春节
都在工地度过。”项目经理杨玺文
说：“工期就是命令，时间就是效
率。项目管理人员和3000余名工
人都是在施工岗位上过春节！”

今年春节，“三个中心”总计
有上万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
为“大西安”建设默默奉献着。

“最担心的是工程进度，最想
的是孙子”

在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施
工现场记者看到，主体工程已在
灞河岸边拔地而起。走进室内，
焊花点点、设备轰鸣，一派紧张有
序的施工场景。

难啃的硬骨头是楼梯施工。
会议中心室内有 24座楼梯，要求
在 2月 15日全部完工，但由于室
内施工场地有限，楼梯施工时机
械设备无法展开，多数工序必须
依靠人来完成。

下午 15时，项目生产经理王
国赛看到施工进度太慢，急得上
火，扯着嗓子对负责支模、搭架子
的木工组领工喊：“你们明天必须
保证现场有 50名木工，进度必须
跟上，少一个人也不行！”说完，他

又“板着脸”对天津昌泰劳务公司
负责人蔡佩华说：“老蔡，我们的
设备人员能确保到位，你们今晚
要将楼梯所需的材料全部运到，
这事没商量！”

看到王经理发火，蔡佩华赶
忙说：“没问题、没问题，今晚就是
干到天亮也要保证材料的供应。”

今年 52 岁的蔡佩华是江苏
南通人，由于工期紧，他好几年都
没有回家了。面对采访，他表示：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工程进度，最
想的是孙子！”

“让工人钱拿好、饭吃好，才
能干好”

室外的风像刀子一样。寒风
中，钢筋工高胜利正在切割钢筋，
脸被吹得红一块紫一块。

当记者问他春节上班一天
能挣多少钱时，他不好意思说，
旁边的一名工友笑着插话：“每
天项目部补助 300元，再加上每

天的工资 210元，老高每天要挣
500多元。”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西安经理
一部经理周英杰说：“作为央企，
我们不但要在工程上争创一流，
在关爱职工方面也要争当第一。”

春节前夕，该公司召开了“铁
军杯”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对春节
期间的安全生产、劳动竞赛、工资
发放、工人生活等问题都做了详
细安排。

“要让工人钱拿好、饭吃好，
才能干好。”杨玺文说，除夕当天，
项目部免费为3000余名工人提供
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大年初
二，局领导还专门看望慰问坚守
岗位的职工。

在这个别样春节里，上万名
建设者用节日的坚守、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把奉献和汗水
镌刻在了西安将来的地标性建
筑上。 本报记者 阎瑞先

上万建设者的别样春节
——走进中建八局西北公司西安“三个中心”建设工地

古香古色的长街上，摆着望
不到头的方桌，热气腾腾的酒菜
散发着阵阵香味，人们笑语盈盈
地围坐在桌前品尝当地特色美
食。在石泉县中坝作坊小镇，一
年一度的庖汤会是当地传统的民
俗活动。

在中坝小镇的庖汤会上，游
客们不仅能“吃好喝好”，还能
欣赏和体验花式唱拳、古法榨
油、传统木工、手工打铁等内
容。远处的秦岭青山依旧，作坊
小镇内游人如织。

今年 50 岁的陈国盛，是中
坝作坊小镇的创立人。他曾经是
名下岗职工，1998年开始自主创
业。他说：“多年来在外面打拼，
我一直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带
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借助乡村振兴东风和石泉县

出台的优惠政策，陈国盛回乡创
立了中坝作坊小镇。“最初这里
有 72户村民，我就想到‘七十
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个创意。
把我们当地很有特色的非遗文
化、传统手艺、工法等，以‘七
十二作坊’的形式展现出来，游
客们甚至还可以亲身体验。而村
民加入小镇中，既能出售产品，
也能领取工资。”陈国盛说。

2018 年 10 月 2 日，占地约
500亩、按照4A级景区标准建设
的高颜值“小镇”——中坝作坊小
镇开园迎客。磨坊、油坊、酒坊、
豆腐坊、挂面坊、中药坊……72
间传统作坊将秦巴农耕文化魅力
集中展示。

在木工坊，刘远庆用力刨着
木头，刨花飞旋身边，引来不少
游客驻足观看。“一个月工资有

两三千元，每天自己做的小凳
子、小椅子，也能卖出两三个。
一个能卖六七十元，比待在家里
强多了。”刘远庆说，他对现在
的生活很满意。

中坝作坊小镇还为歌手刘先
进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他演
唱的民俗歌曲受到游客喜爱。

“我过去在广东等地打工，家里
照顾不上。现在家乡发展起来，
有了好机会，我在家门口每个月
就能有2000元收入。回乡当然成
了首选。”刘先进说，“今后我还
打算发展一些产业，更快地脱贫
致富。”

与陈国盛一样的“归雁”
们，推动了石泉乡村产业的发
展，也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

在石泉县饶峰镇胜利村，在
外多年的“能人”杨卫东回乡

后，2015年带领村民创办了“饶
峰驿站”，通过“支部 +合作
社+企业+农户”联动合作模
式，安排 135 名当地村民就地
就近就业。

胜利村村民杨先飞为笔者算
了一笔账，他在“饶峰驿站”打
工每月工资4000元；三亩土地流
转给合作社每亩可分到 780元；
入股分红每年可分到 5000 元。

“过去我都是在外面打散工，一
年到头除了吃喝根本存不到钱，
家里还被评为贫困户。现在村里
产业起来了，我们村民收入多了，
2017年我家就脱贫了。”他说。

作为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
近年来石泉县加大了就业、创业
政策扶持力度，着力发展“归雁经
济”。石泉县常务副县长王仁康
说，县里建立了“创业孵化基地、

返乡创业示范园、就业扶贫基地、
新社区工厂”四个创业就业平台，
着力推进大众创业和城乡劳动力
稳定就业。县财政每年安排 100
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用于大学
生、退伍军人、农村劳动力、残疾
人等返乡创业群体启动资金、表
彰奖励等。

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支持
下，返乡创业人士不断增多，带动
了石泉经济发展，改变了山乡面
貌，也让许多村民从中受益。

“截至 2018年底石泉全县累
计注册企业 2129户、个体工商户
10711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296
户，其中返乡创业人员创办各类
经济实体占全县各类经济实体
总量的 60%以上，带动就业近万
人。”石泉县创业就业局局长马
翼说。 （姜辰蓉 李亚楠）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
换旧符。”又是一年春节时。漂泊
在外的游子风尘仆仆赶回家，久
不相见的亲人、朋友一起见面畅
叙。要说家中最忙碌、最兴奋的
还是老人们，如歌中所唱，“父
母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
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团团圆圆”，儿
女归家，共叙家常，喜气盈门，茶
饭飘香，这是他们盼了一年的温
馨场景，也是他们最享受的天伦
之乐。

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
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前过大年
时饭桌前的欢声笑语、炕头上的
促膝而谈，子女与老人的暖心话，
亲戚邻里的家常话，渐渐地少了、
淡了，真的成了古诗中所说“笑渐
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取而代之的，是无论一家人团坐，还是亲朋间聚餐，短
暂的寒暄之后，大家就开始各自拿着手机要么聊天、
晒美食，要么看视频、玩游戏、抢红包，与跟前人的互
动、交流，成了忙中偷闲的礼貌，而少了情感的成色。
有的老人日思夜盼一年盼来了儿孙归来，早早地准备
好食材，然后在节日里煎炒烹炸，可真见面了，团圆
了，却像是迎来了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既尴尬又落
寞地被晾在一边。

有人慨叹年味越来越淡，其实我们也应反思，当
我们在节日里忙着玩游戏、攥着手机刷朋友圈、往来
穿梭于各种饭局应酬，而忽略了亲人、淡漠了亲情时，
我们是不是也是年味的“稀释者”？我们是不是节日
里身体回到了家，心却还在漂泊漫游？

春节是一个欢乐节，我们在节日里当然可以尽情
休闲、放松，舒缓身心。但是它更是一个团圆节，我们
应该珍惜这难得的时光，多陪陪父母家人，与他们多
一些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沟通；它更是一个亲情
节，在陪伴中体味亲情、享受亲情，在交流中增进亲
情、厚植亲情，让亲情成为我们心底最温馨的记忆，成
为我们新一年奋斗拼搏最强的动力、最足的底气。

亲情需要以心融入，以诚相待，而不是形式上的
“在一起”。在短暂相聚中感受亲情传递对彼此的一
份关切与祝福，这才是这个传统节日的初心与核心，
我们切不可舍本逐末，忽视了最该珍视的情，冷落了
最该亲近的人。

有一种温情叫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让
我们从点滴做起，回归春节团圆与亲情的文化初
心，放下手机，暂别屏幕，融入亲情，与亲人们一
起，好好过年。

本报讯 春节前夕，省总工会
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队，看望慰
问离退休老同志，为他们送上新
春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让他们
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和工会组织
的温暖。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郭大为看望
慰问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

省总工会原主席薛昭鋆和曾担任
省总工会主席的刘枢机、郭永平、
黄玮、白阿莹，以及省总工会原副
主席、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的离
休老干部石先同志。省总工会党
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仲茜及
班子成员分别看望慰问曾担任省
总工会领导职务及退休厅级同志
李怡霞、卢其松、顾东武、张立明、

陈一民、李向柱、李天宝、张天祥、
王淑琳、傅宝林、梁晓民、王晏芝、
刘书慧、林秀英、汪成安、张鹏、贠
文贤、杨让来、段新勇、张敏、马潮
波、薛跃等。

省总工会离退处受党组委
托，通过入户走访和其他方式看
望慰问机关其他离退休老同志百
余人。

为他们送上新春问候和节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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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结束，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图为旅客在西安北站候车大厅内候车。 焦宏涛 摄

本报讯（汪曼莉）2018
年，陕西进一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落实工业稳增
长促投资14条措施，工业经
济稳中有进，增速加快，效
益提升，运行质量不断优
化，新动能稳健成长。

数据显示，2018年，我
省工业行业增长面在扩大，
规模以上工业 40个大类行
业中有 37个行业工业增加
值 保 持 增 长 ，增 长 面 为
92.5%，较上年扩大 7.5个百
分点。能源工业增速加快，
规模以上能源工业增加值
较上年增长 10.4%，增速较
上年加快 4.9个百分点。其
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
增长 12.3%，较上年加快
11.7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同比增长 11.9%，
较上年加快 2.1个百分点。
非能源工业增加值较上年
增长8.1%。此外，全省重点
监测的 64种工业产品产量
中，有36种产品产量较上年
增长。

全省工业新动能稳健
成长。2018年全省规模以
上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
业（制造业）增加值较上年
分别增长12.3%和14.2%，增
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3.1个百分点和 5个百分点，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17.2%和 9.7%，较上年分别提高
0.2个百分点和 0.4个百分点。同
时，代表工业发展新方向、技术附

加值高、符合消费升级方向
的产品生产保持良好态
势。其中，单晶硅产量较上
年增长 25.1%，工业机器人
产量较上年增长 36.9%，新
能源汽车产量较上年增长
70%，光纤产量较上年增长
51.3%，光缆产量较上年增
长 22.1%，太阳能电池产量
较上年增长 19.4%，3D打印
设 备 产 量 较 上 年 增 长
17.9%，集成电路产量较上
年增长31.5%。

全省工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成果不断巩固。
2018年，全省退出煤炭产能
596万吨。同时，我省加大

“散乱污”企业治理，淘汰落
后产能，提高企业技术水平
和竞争力。2018年四季度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状
况统计显示，被调查企业中
产能利用率保持不变或提
高的企业占比达到 86.1%，
高于三季度 4.4个百分点。
其中，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企
业占比为 24.8%，高于三季
度 6.8个百分点。去杠杆成
效显现。2018 年 11 月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
债率为 53.9%，同比降低 0.6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
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2%，

同比降低 0.4个百分点。单位成
本持续下降。2018 年 1 月至 11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
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
为86.41元，同比降低0.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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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热闹非凡的元
宵节即将到来，这是农历新年的
第一个月圆之夜，吃元宵，看花
灯，赏圆月“一个都不能少”。天
文专家表示，今年元宵月依然是

“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已连续三
年（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如
此。到了 2020年，这一“纪录”将
被打破，这一年的元宵月是“十五
的月亮十六圆”。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月亮圆缺
变化一周为一个“朔望月”，周期
是29.5天，这个月中月亮最圆（即
满月）的那天称“望日”。

只有当月亮与太阳的经度相
差 180度时，从地球上看，月亮与
太阳处在正好相对位置的时刻，
才能看到圆月。但是，月亮围绕
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最
近时有36万千米，最远时有40万
千米，由于万有引力的关系，近时

走得快一些，远时走得慢一些。
由于月亮转动的“步伐”有快有
慢，因此每个月“望”的时间也有
差异，农历十四、十五、十六和十
七都有可能，其中，以十五、十六
这两种情况居多。

既然元宵月是“十五圆”，那
么，什么时候赏月最佳呢？“只要天
气晴朗，可以选择在18时30分以
后，此时的月亮已经珠圆玉润，皎
洁明亮，分外迷人了。”赵之珩说。

今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 2月
10日18时，全国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火灾起
数、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同比下降 19.7%、
7.8%、13.6%，森林草原火灾起数同比下降30%。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春节期间，应急
管理部建立了节日每日调度机制。针对烟花爆竹、群
众出行增多导致安全风险增大，要求各地加强对重要
部位、重大活动的安全风险预防管控。针对西南地区
森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要求突出加强火源管理、巡
查检查、救援准备、防火宣传等工作。针对冰冻雨雪
天气范围扩大、返程高峰在即的特点，要求各地提前
做好应急预案。

春节期间全国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了
解到，为满足中型载荷的发射需求，八院正在研制长
征六号改运载火箭，通过捆绑 4枚固体助推器，进一
步提高运载能力，预计于 2020年底首飞。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作为八院商业发射的主力军，
具有运载能力适中、整流罩空间大、环境条件优、发射
周期短、配套专属发射工位等优势。此前分别于
2015年9月和2017年11月以一箭20星和一箭3星的
方式圆满完成两次飞行试验。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改进型2020年底首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