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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在延安拍摄的音
乐会现场。

当晚，“致敬祖国暨纪念
《黄河大合唱》创作80周年”音

乐会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音
乐会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7 周年、

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 80 周
年为主题，回顾历史、致敬经
典、致敬祖国。

祁小军 摄

媒体称，让“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
驶”的水氢发动机日前在河南南阳下
线。此事引发舆论一片质疑。一个多
次失信的企业，带着一项尚不成熟的
技术，却得到当地的大力背书，折射出
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饥渴症”。

近年来，类似情况屡见报端，反
映出一些地方招商引资审核把关不
严，甚至存在放水之嫌。面对发展压
力，一些地方患上了“招商饥渴症”，
无限放宽条件、放松要求，对相关企
业资质的合法合规审查及项目可行
性网开一面，导致蒙了双眼、失了底
线、乱了章法。

正是摸准了地方政府“招商饥渴
症”的脉，一些人打着“高大上”产业的
旗号，拿着模棱两可的项目，造概念、
讲故事，到处拢钱圈地要支持。只听
雷声响，却始终不见项目真落地、见效
益，不少项目甚至中途烂尾，投资打了
水漂，遗留众多难题，搞得一地鸡毛。

“招商饥渴症”背后也是“政绩冲
动症”。试图押宝在一些企业或项目
上，急于实现所谓的产业转型升级，甚至明知有问题，
仍抱着侥幸心理硬上，想尽快做出亮眼的发展业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创时代伟业，没有“一招
鲜”，必须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的好作风，求真务实，
扎实奋斗，以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真业绩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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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 27日
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没有收到有关青年汽车公司

“水氢能源车”的产品准入申请，该车型未获得产品公
告，不能生产销售和上路行驶。同时，该车型也没有
申报新能源汽车补贴。

工信部未收到“水氢能源车”准入申请

西安新地标的建设者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中建三局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项目部

1至4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129.4亿元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

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27日发布
数据，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8129.4 亿
元，同比下降3.4%。

统计显示，1 至 4 月份，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加，14 个行业减
少。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7%，专用
设备制造业增长 17.9%，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4.5%，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50.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下降 28.1%，汽车制造业下降
25.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下降15.3%。

数据还显示，4月末，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8%，
同比降低 0.5个百分点。1至 4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
收入中的成本为 84.38元，同比增
加0.22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
用为8.73元，同比增加0.24元。

4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5153.9亿元，同比下
降3.7%，3月份为同比增长13.9%。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
师朱虹分析，由于 4月 1日起实施
增值税税率下调，导致 4 月份部
分工业产品需求在 3 月份提前
释放，加之同期基数较高，4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下降 3.7%，与 3 月份相比波动较
大。但从平均增速看，3、4 两月
利润平均增长5%。

本报讯（高满红 白雅琴）记
者从陕投集团清水川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5 月 25 日 18 时 18
分，清水川煤电一体化项目二期
工程 3号机组顺利通过 168小时
试运。至此，该项目二期工程两
台 100万千瓦发电机组实现“双
投”，标志着我省首个百万千瓦级
燃煤发电工程整体竣工投运。

清水川煤电一体化项目是
陕投集团贯彻落实我省“三个转
化”战略、促进煤炭资源就地转
化、优化全国能源资源配置的标
志性工程。项目规划电力装机
容量 460 万千瓦，分三期建设。
一期两台 30万千瓦机组于 2008
年投产发电；二期两台 100万千
瓦机组于今年 5月投产发电；三

期两台 100万千瓦机组计划今年
开工建设。目前，项目配套煤矿
已具备 1000万吨/年生产能力。

据了解，清水川煤电一体化
项目二期工程是我省重点建设
项目。其顺利投产，标志着其正
式迈入百万级大容量、高参数、
高效能发电机组行列，实现了我
省百万千瓦级燃煤发电机组整
体竣工投运零的突破，对打赢汾
渭平原防污治霾蓝天保卫战，助
推我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三期项目全
部建成后，年发电能力可达到
200亿千瓦时以上。届时，陕投
集团清水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将成为全国发电能力最大的煤
电一体化企业。

陕西首个百万千瓦级燃煤发电工程竣工投运

古都西安，灞河之畔，一座现代化
体育馆巍然矗立。

施工现场，一支年均 29岁的年轻
队伍——全国工人先锋号、中建三局西
安奥体中心体育馆项目部职工正日夜
忙碌，用辛勤劳动铸就古城新地标。

对标“五棵松”
“论体量，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是

全国最大的体育馆之一，与北京五棵松
体育馆并列。”项目生产经理张可介绍
说，“五棵松建设周期为 24个月，而我
们的工期只有14个月。”

一切对标“五棵松”。在困难面前，
项目部全体干部职工有了努力方向。

时年 34岁的项目经理时广辉曾感
慨：“必须转变思路，尽一切努力打赢这
场硬仗。”

入场初期，他们用两个星期在一片
荒地上，实现了路面硬化和 7000多平
方米临建房的建设。

2017年冬，正值项目
首层结构施工。面对低
温，项目部尽最大可能为
一线职工提供“优质”服

务。张可回忆说：“当时项目部买了
5000多套电热毯、棉被，确保职工晚上
能睡个好觉。”

木工、钢筋工日工资由 200元调整
到650元，伙食费由每天15元增加到50
元……在“优质”的后勤保障下，近 500
名工人春节期间依然奋斗在施工现场。

对此，张可说：“有了广大职工的无
私奉献，相当于为项目增加了 20多天
工期和一个结构层的时间。”

建设速度堪称西北之最
2017 年 12 月 10 日完成 1436 根桩

基施工、12月 31日完成基础施工进入
主体施工阶段；2018年 5月 30日首块
看台板起吊、6月 5日主体结构全部封
顶……

时广辉感叹说：“与全国同规模场
馆建设相比较，我们的建设速度堪称
西北之最。”

时下，幕面幕墙施工完毕，外立面

已基本呈现；内部精装修进行收尾工
作……张可说，项目预计 6月 30日基
本完工。

总建筑面积9.96万平方米、可容纳
1.8万人的奥体中心体育馆建成后，将
承办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篮球、排
球、体操、滑冰等多项赛事。

剑指“鲁班奖”
“体育馆建设是办好第十四届全运

会的硬件支撑。”时广辉说，“为此，在项
目开工之前，我们就明确了‘确保鲁班
奖’的目标。”

“为打造精品工程，进场后，我们迅
速开展了钢结构专项策划、机电安装整
体策划等工作，并根据工
程进度分阶段实施。”项目
总工孟锦介绍说。

在孟锦带领下，施工
人员大胆创新，先后运用
了清水混凝土模板技术、
钢结构整体提升技术、基
于 BIM 的现场施工管理
信息技术等 10 大项 38 小
项创新技术，施工的科技

含量省内领先、国内先进。
“尤其是预制清水混凝土看台板

技术，采用预制装配式构建理念，通
过 BIM 深化设计、工厂化预制加工、
现场依次吊装……为西北区域首创。”
张可说。

吊龙骨、装封板、墙面刮白、电机安
装调试……5月 20日下午，体育馆内上
千名施工人员正进行最后的精装修收
尾工作。张可一边指挥一边说：“按进
度，体育馆国庆前夕将进入整体联动调
试。目前，工程虽未完工，但已有营销
团队筹划在这里开演唱会了！”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风采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
5月 24日上午，省总工会在机关
举办了“新时代 新青年 新使
命”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演讲
比赛。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仲茜，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李秀华，省总工会副巡视员李
岳文，省纪委驻省总工会机关

纪检监察组副巡视员孙润民，省
委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黄政出席。

本次演讲比赛由省总工会直
属机关党委主办，旨在进一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激励广大青年工会干部继承和
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扛

起新时代工会组织的担当和使
命，开创陕西工运事业新局面。
比赛气氛热烈，12组选手以饱满
热情进行精彩讲述，博得了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

省总工会机关各部门全体党
员干部、直属单位部分青年党员
代表共130余人观看比赛。

（详见四版）

省总工会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演讲比赛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院刚）5
月27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
7月1日起我省将再次下调省内一
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届时将全面
完成国家确定的今年一般工商业
电价平均降低10%的目标任务。

据了解，本次调整是我省今
年第二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陕西电网、榆林电网一般工商业
电价每千瓦时分别降低4.75分和
3.17分，加上 4月 1日第一次电价
调整，每千瓦时分别累计降低
6.93分和 6.5分，各电压等级用户
用电价格降幅均达到 10%以上。
此举将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成
本、优化营商环境。

省内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7月起再次下调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5 月
27日，省总工会在西安举办培育
新动能推动陕西产业发展报告
会。省人大制度研究会副理事

（会）长兼秘书长、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金柱以“新经济
发展与陕西产业创新”为题，从新
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新经济的发

展路径、陕西产业创新重点关注
的“三大领域”等方面，作了专题
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总工会主席郭大为主持报告会。

郭大为指出，聆听高质量的
报告是提升学习能力的方式，是
思想上的享受。专题报告站位
高、理念新、有思想、专业性强，特
别是对宏观政策把握得准，对陕
西省情吃得透，新经济状况摸得
清，体现了“思考比了解更有意
思，但是都比不上观察”。

郭大为强调，省总工会举办
这次报告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
了解、精准把握当前经济形势，
特别是陕西的经济形势，促进企
业健康稳步发展，助推追赶超
越，助力“三个经济”发展。干经
济工作就要把握形势，“形势”二
字，“势”在“形”后，但“势”比

“形”更重要，势代表方向，方向
把握准了，就能干到向上。当今
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

变化，无论是干经济工作，还是干
工会工作，都要学习，把握大势，
学以增智、学以促干。新时代是
学习的时代，学好才能干好，要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强化互联网
思维，把学习作为搞好经营、干好
工作的看家本领，把握新时代脉
搏，与新时代同进步、共成长，在
推动全局工作中实现社会价值、
人生价值。

西安市辖区企业党政负责人
及工会主席，省国防系统企业党
政负责人及工会主席，省教科文
卫体、财贸金融轻工、能源化学地
质、机械冶金建材、农林水利气
象、交通运输、建设系统企业党政
负责人及工会主席，省总工会机
关各部门、省级产业工会、直属单
位处级以上干部500余人参会。

省总工会举办培育新动能推动陕西产业发展报告会
郭大为主持 李金柱作报告

报告会现场报告会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新闻集装箱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
者高亢）为落实国家网络提速降
费政策，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确保
实实在在降费、让广大群众明明
白白消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于近期陆续推出了一系
列惠民惠企“提速降费”新举措。

中国电信针对用户担心产生
高额套外流量费的情况，从 2019
年起全面下调套餐外流量资费至
不超过 0.03元/MB，套外流量资
费降幅最高达到 90%；5月起，全
面下调互联网专线标准资费
15%，并为中小企业免费提升网
速；推出“地板价”新套餐。

5月起，中国移动推出“查网
龄送流量”活动，通过查网龄用户
最多可获赠 30G流量，截至目前
这项活动已惠及 1.2 亿户用户。
同时，中国移动在今年初以来，设
立全网升级投诉中心，推出了

“10080”服务质量监督热线，可更
及时、精准处理消费者投诉。

近期，中国联通在推出崭新
优惠假日流量包、下调港澳台地
区数据漫游资费的同时，还推出
了“异地补换卡”“统一查询”“亲
情付”等异地服务，以方便用户异
地办理通信业务，进一步提升群
众通信消费体验。

三大运营商再推“提速降费”新举措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屈婷、陈聪）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7
年的76.7岁提高到2018年的77.0岁，孕产妇死亡率从
19.6/10万下降到 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 6.8‰下降
到6.1‰。

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主要是
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根据
2018年统计公报，我国上述三项数据已非常接近“十
三五”规划提出的 2020年目标，其中婴儿死亡率指标
已经实现。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
人均预期寿命应大于77.3岁，孕产妇死亡率应小于18/
10万，婴儿死亡率应小于7.5‰。

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司长宋树立说，妇幼健康是我
们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
要标志，从统计报告中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
下降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妇幼健康事
业有了很大提升。

统计公报还显示，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
诊疗人次达 83.1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3亿人次，增长
了1.6%。

国家卫健委发布统计公报

去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77岁

美丽宝鸡美丽宝鸡 生态家园生态家园

这是 5 月 22 日无人机拍
摄的宝鸡市渭河两岸。

近年来，宝鸡市坚持以
“生态大花园”统筹绿色宝鸡

建设，打造了一批绿化精品景
观和市民休闲林，让市民能够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陶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