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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为（右）同阿纳托利奥·埃尔南德斯亲切交谈

本报讯（耿薇）5月 26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
大为在西安会见了哥伦比亚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
主席阿纳托利奥·埃尔南德斯一行。

郭大为对代表团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
了陕西省省情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他说，陕西与哥
伦比亚之间有着良好互动，对双方未来友好发展充满
信心。陕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各方面工
作成效显著，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法治保
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沟通交流，拓展合作领域，
实现高质量发展。

阿纳托利奥·埃尔南德斯希望进一步建立地区间
友好关系和常态化交流机制，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各领
域交流合作。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水岐等一同会见。

本报讯（记者 刘强）5月24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4月水环境质量状况。4月，全省河流总体水质良好，
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略有改善；与3月的轻度污染相
比，水质有所好转。27个市级水源地水源达标率为
100%。城市水环境质量现状排名中，安康市居首，水
环境质量改善排名中，杨凌示范区居首。

在监测的83条河流180个国控、省控断面中，Ⅰ～
Ⅲ类水质断面 143个，占 79.4%；Ⅳ～Ⅴ类水质断面 27
个，占 15.0%；劣Ⅴ类水质断面 10个，占 5.6%。与 3月
相比，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上升 9.2个百分点，Ⅳ～
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下降4.1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
比例下降5.1个百分点。

4个湖库中，瀛湖、王瑶水库水质优，石门水库、红
碱淖缺测，与上年同期和3月相比，瀛湖水质无明显变
化，王瑶水库水质由良好提升为优。

4月全省27个市级水源地水源达标率为100%

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2019年至 2021年，持续开展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提高培训针对性实效性，全面提升劳动者
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三年共开展各类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 5000万人次以上，其中 2019年培训
1500万人次以上；到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
总量的比例达到 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
的比例达到30%以上。

《方案》提出了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政策措
施。一是对职工等重点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
培训。二是激发培训主体积极性，有效增加培训供
给。三是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加强政府引导激励。

国办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我有什么
资格张扬呢”

南方的天湿润、雨绵密，记者来到湖
北恩施来凤张富清的家。这是一幢五层
高的单位宿舍，楼体已经有些破旧，青苔
偷偷钻进水泥墙的缝隙，白色的墙壁呈现
斑驳的青色。

楼下空调店的小姑娘见到记者，主动
问起：“是不是来找张富清的？”

从去年年底起，张富清家里一下子热
闹起来。

起因是县里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要
求，开展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县信息
采集员聂海波清楚记得，那是 2018年 12
月 3 日，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健全怀揣一
个红布包裹，来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当张健全小心翼翼打开包裹，聂海波顿
时充满了发现宝藏的惊喜。包裹里是 3
枚奖章、1 份西北野战军报功书、1 本立

功证书。立功证书上，一行钢笔字写着：
“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舍生忘死，荣获西
北野战军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
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荣获‘战
斗英雄’称号。”

经验告诉聂海波，这些不是一般的战
功，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没想到在我们来
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更没
想到，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从未主动吐露
任何立功受奖的信息，甚至是对自己儿
女。”聂海波感慨。

这个湖北西南端的小城震惊了。
张健全说：“平时父亲从来不说这些。”
原县科委主任田洪立说：“我和他一

起共事多年，张富清都不讲他当兵的事。”
县巡察办主任邱克权知道张富清的

事后，翻阅了来凤县志，没有找到相关记
载：“这样一个英雄，怎么成了‘无名’人？”

张富清的事迹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关
注。看望的、慰问的、采访的人们纷至沓

来，涌进了张富清的屋子。
“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不让大家

知道，连孩子都不告诉呢？”记者问张富清。
95岁的张富清看向房间的角落，思

绪飘到远方，眼睛湿润了，“和我并肩
作战的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
命。一个排、一个连的战士，都倒下
了。他们对党忠诚，为人民牺牲。和
牺牲的战友相比，我有什么资格张扬
呢？”张富清哽咽了，“那些牺牲的场景，
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印象里……”

1948年 3月，出身贫苦的陕西汉中洋
县人张富清光荣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西北野战军 359旅 718团 2营 6连一名
战士。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阶
段，张富清担任的是最危险的突击任务。
6月，张富清在壶梯山战役中任突击组长，
攻下敌人碉堡1个、击毙敌人2名、缴机枪
1挺。7月，他在东马村带突击组 6人，扫
清敌人外围，占领敌人碉堡，给后续部队

打开缺口。
1948年 11月 27日夜，陕西蒲城的永

丰战役打响，战斗异常惨烈，官兵伤亡惨
重，“一夜之间换了 3个营长、8个连长”。
作为突击组的成员，张富清带两名队员通
过地道接近城墙，抠着墙砖缝隙攀上城
墙。他第一个跳下 4米多的城墙，敌人迅
速包围了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
敌人倒下一片。突然，他感觉头部被重重
地砸了一下，用手一摸，头顶一块头皮翻
了起来，鲜血流了满脸……顾不得自己，
他匍匐逼近敌人的碉堡，用刺刀刨出一个
土坑，将捆在一起的 8颗手榴弹和 1个炸
药包放在一起，拉下手榴弹的拉环，迅速
撤离。一声巨响，碉堡炸飞。趁着硝烟弥
漫，他爬向另一座疯狂扫射的碉堡，用同
样的方法，将碉堡炸毁。敌人多次组织反
扑，张富清一直坚守，直到部队进城。

战斗胜利结束，张富清再也没有见过
突击组另外两名战友。 （下转二版）

图①②③：张富清敬礼照、报功书、立

功证书。

图④：张富清年轻时军装照。

图⑤：张富清在家看书学习。

95岁老人、71载党龄、63年深藏功名，张富清——

一位老英雄的初心本色

人生是一种选择，在祖国需要时，张富清冲锋
陷阵、九死一生；和平时期，他淡泊名利、默默奉献。

人生像一条曲线，在30岁之前，张富清功勋累
累，成为“战斗英雄”；在30岁之后，他深藏功名、坚
守初心。

伟大和平凡、赫赫战功和质朴寻常，在张富清
身上形成强烈反差，又融合得如此自然。离开战功
的63年，变化的是他的工作岗位，不变的是他面对
困难的不屈不挠、对职责使命的坚守。就像他亲手
在阳台上种下的仙人掌，虽然普通，却有顽强的生
命力，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

积极作为抢活干往前冲
把工会维权维稳工作做实做细

郭大为在全省工会维权维稳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5 月
24日，全省工会维权维稳工作座
谈会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了全国工会维权维稳工作座谈会

精神，听取了各市（区）总工会、省
级产业工会关于当前职工队伍稳
定情况的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
会议并讲话。

郭大为强调，维权维稳工作
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维
权就是维稳，维权是维稳的基础
和前提。做好维权维稳工作就
是讲政治，要努力提高群众工作
能力和水平，帮助职工依法维
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好维
权维稳工作就是服务大局，要多
干党委想干的事，多帮政府干好
正在干的事，多做职工关心的
事、操心的事，积极作为，抢活
干、往前冲，把工会维权维稳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维权维稳工
作就是服务职工，要适应职工队
伍发展变化，以变化对待变化，
科学施策，妥善处理，面对面、心
贴心、实打实地为职工排忧解

难，做名副其实的“娘家人”。
郭大为强调，有事都是从没

事中来的，要把没出事当出事来
整，加大排查力度，确保矛盾化
解处置在萌芽状态。工会干部要
迈开步子，少些机关坐，少些会上
谈，多些现场干，始终站在职工群
众当中，走进企业、厂矿、车间、班
组，深入隐患点多，矛盾集中的地
方，提前采取有效措施。要睁大
眼睛，善于发现问题，坚决克服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到企业、厂
矿、车间了解真实情况，客观掌
握职工情绪和生产生活状况，确
保职工的事有人理、有人管，特
别是要叮嘱企业在安全生产上
不能出事，帮助企业安全组织生
产。要竖起耳朵，畅通信息，全
局掌握，精准预判，掌握动态，实

行下级工会对上级工会维权维
稳“日报告”制度和主要领导外
出“请假报备”制度，健全维权维
稳机制。

郭大为强调，“处事不以聪
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各级
工会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忧患
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凡事往最
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层层
夯实责任，一级对一级负责，不
打盹、不迟钝，做一万、防万一，
确保工会系统不出事。要埋头
苦干、统筹兼顾，抓好各项工作，
当好群团组织的排头兵，力争陕
西工会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
茜主持会议，各市（区）总工会、
省级产业工会相关负责人在座
谈会上发言。

郭大为会见哥伦比亚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代表团一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院刚）
5月24日，由全国“书香三八”读
书活动组委会与省总工会女职
工委员会、省妇女联合会、省直
机关工委群工部女工委联合主
办的全国第二届“书香三八·嘉
年华”读书成果展示活动在西安
举行。“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组委
会副主任毛传兵，省妇联副主
席、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李秀华分别致词。中国新闻出
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李忠、中国铁
建工会副主席白晶等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为期 4 天，共有
150多家获奖单位、300多位获
奖个人代表参加，共展出来自全
国各地推荐的展示展演作品
150余件，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女
职工在家庭文明建设和履行岗
位职责中的风采。

毛传兵说，陕西女性在阅读
领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西安
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代表地，活动在西安举行

就是为了更好引领女性阅读、推
动全民阅读，为建设书香家庭、
书香企业、书香社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李秀华说，陕西省总工会女
职工委员会多年来在女职工组
织和女职工中广泛开展“书香伴
我行”女职工系列读书活动，同
时深入开展了家国情怀、家庭文
化建设主题实践活动，全省百万
女职工从中受益。她表示，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与兄弟省
份的学习和交流，共同引领女性
阅读、推动全民阅读。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由组委
会精选的 11件优秀作品舞台展
演。“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组委会
向陕西省妇联颁发了“书香三八
读书活动陕西省妇联培训基地”
牌匾、向中国航天建设集团陕西
航天建筑工程农民工代表赠送
了“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用书。

全国第二届“书香三八·嘉年华”
读书成果展示活动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记者 阎瑞
先）记者日前从省委宣传
部举办的全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阶段性工作成
效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
至目前，全省立案侦办的
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是
前 12年的总和，查办恶势
力犯罪集团及团伙案件
是前6年的总和。

——坚持高位推动，
扛起扫黑除恶重大政治
责任。一年多来，省委、
省政府先后召开全省专
项斗争动员会和推进会，
省委书记胡和平、省长刘
国中对专项斗争作动员
部署，并先后作出指示批
示 80余次。省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省扫黑办先后
召开 29次会议，研究工作
推进措施。

——坚持正面宣传，
依靠群众营造强大舆论
声势。各地各部门充分
运用报纸、电视、广播、自
媒体、互联网，进行全媒
体立体宣传，营造强大舆
论声势。通过发布公告，
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
等，省扫黑办共受理群众

举报线索 7474条。
——坚持依法办案，

确保专项斗争在法治轨道
上有序推进。审判机关先
后审结了凤翔县董云翔涉
黑案、吴起县闫宏伟涉黑
案、临潼王过渡等 18人涉
黑案等典型案件。省纪委
监委先后查处了西安市高
陵区张虎受到黑恶势力打
击报复致残案、安康市汉
滨区赵健案等多起党员干
部涉黑涉恶以及充当“保
护伞”案件。

——坚持齐抓共管，
全力密切协作攻坚克难。
省 公 安 厅 先 后 开 展 了

“2019 雷霆铁腕扫黑行
动”、扫黑除恶“大冲刺 40
天”等一系列专项行动。
截至 4月底，西安、渭南等
5市共打掉36个黑社会性
质犯罪组织。

截至 4 月底，全省共
侦办涉黑案件 51起，打掉
恶势力犯罪集团 222 个、
团伙 451 个；破获刑事案
件 8962起，抓获涉案人员
12835 人，刑事拘留犯罪
嫌疑人 10967 人，依法逮
捕20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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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为与哥伦比亚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代表
团一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