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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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9 期

邮发代号51－7 2019年 7月24日 星期三 农历己亥年六月廿二 陕工网：www.sxwor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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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ANXI WORKERS' NEWS
陕
西
工
人
报
微
信
公
众
号

陕
西
工
人
报
头
条
号

编辑：章琦 版式：王青 校对：大可

7月23日，西安市2019年“练本领、育工匠”高技能人
才技能大赛启动暨首届“城投杯”锅炉操作工技能竞赛在
西安市热力总公司太华供热公司开赛，拉开了本年度该
市高技能人才大赛的序幕。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讣告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随
着二季度申报“大征期”结束，
减税降费最新“成绩单”出炉。
国家税务总局 23 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
减税降费 11709 亿元，其中减税
10387亿元。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更大
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决策部
署，减税降费效应不断释放。”国
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
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说。

蔡自力介绍，在上半年新增

减税中，增值税改革减税 4369亿
元，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减税
1164亿元，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
叠加减税3077亿元。

“落实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政策，让企业和人民过好日子，
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蔡自力
说，随着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
的落地，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速明
显回落。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税务
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已扣除出
口退税）完成 82754 亿元，增长
1.4%，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 13.9

个百分点。
其中，受提高费用扣除标准、

优化税率结构和实施专项附加扣
除“两步改革”叠加影响，个人所
得税比去年同期下降 30.6%，是降
幅最大的税种。

蔡自力表示，上半年超万亿
元的减税降费，进一步降低了企
业的税费成本，提升企业盈利水
平，激励企业增强创新能力，个税
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实体经济减
负增效。随着政策进一步落实落
地，下半年减税降费的积极效应
将会进一步显现。

半年“减”下万亿元！我国减税降费见成效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国家统
计局 22日发布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示，
2018 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
35938万人，比重达到 46.3%，成为我
国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新中国成立 70年，我国服务业发
展实力日益增强，在经济增长、就业等
方面发挥着“稳定器”作用。报告显
示，1952年至 2018年，我国第三产业
（服务业）增加值从 195 亿元扩大到
469575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速
达 8.4%，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
出0.3个百分点。

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在持续增
强。报告显示，改革开放前，工业、农
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改革开放
后，在城镇化建设带动下，大量农业转
移人口和新增劳动力进入服务业，服
务业就业人员连年增长。1979年至
2018 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均增速
5.1%，高出第二产业2.3个百分点。党
的十八大以后，服务业继续保持 4.4%
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
1375万人。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在稳
步提升。报告显示，1978年底，服务
业对当年GDP贡献率仅为 28.4%，低
于第二产业33.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
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企
业、居民、政府等对服务业需求日益旺
盛，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
提升。1978 年至 2018 年，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率提升了 31.3 个百分
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对GDP
贡献率呈现加速上升趋势，6年提高
14.7个百分点，接近改革开放 40年增
幅的一半，2018年达到 59.7%，高出第
二产业23.6个百分点。

李 鹏 同 志 逝 世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9年 7月 22日 23时 11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91岁。

李鹏同志 1928年 10月生，四川成都人。
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时父亲英勇就义，少年
时期受家庭影响，主动接受革命思想，立志投
身革命事业。1941年3月，他到延安参加革命
工作，接受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1945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
期，他响应党组织号召奔赴前线，历任晋察冀
电业公司技术员，哈尔滨油脂厂协理、党支部
书记。1948年9月，根据党组织安排到苏联留
学。1955年回国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
历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业
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调度局局长，阜新发电厂
厂长。1966年至 1979年，历任北京供电局党
委代理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
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
但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进行斗争。
1979年 4月起，历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
成员兼华北电业管理局党组书记，电力工业
部部长、党组书记，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

副书记，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电力要先
行”战略，提出电力适度超前发展，推动我国
在电站建设和电力生产、电网管理等方面取
得长足进步，是我国电力工业的杰出领导人、
核电事业的重要开创者。1983年6月，李鹏同
志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
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他分管能源、交通、重点建设项目
等工作，参与研究“七五”计划能源交通方面
的发展方针，推动建立综合统一的交通运输
体系和基本建设体制改革，加快重大技术装
备研制步伐。1987年 11月，李鹏同志在中共
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常委，同月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1988年 4
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
务院总理。他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的方针，探索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新
手段和新方法，推动我国经济摆脱困境、进入
新的发展时期。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中，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下，李鹏同志旗帜鲜明，和
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
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
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 6月中共十三
届四中全会后，作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李鹏同志高举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殚精竭虑。
1992年 10月，李鹏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

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93年 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
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同志发表
南方谈话后，他积极支持、宣传和贯彻邓小平
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坚决贯彻党的十
四大精神，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步伐，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党中央领导下主持制定“九五”计划，布局
建设一批国家重大项目，推动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1997年9月，李鹏同志在中共
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又一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常委。1998年 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长。

到中央工作后，李鹏同志兼任国家教育
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中
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中央
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科技、教育、环
保、外交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
血。他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和
优先发展教育战略，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教育
体制改革，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了国
家整体科技实力，为改革开放各条战线输送
了大批人才。他强化环境管理，在实践中完
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三同步”“三统一”战
略方针，为初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
境保护道路作出重要贡献。他坚决贯彻执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旗帜，组织、参与大量卓有成效的双
边、多边外交活动，为开创全方位外交新格局
作出重要贡献。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统
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方针政策，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参与领导香港、澳门回归各项工
作。他在三峡工程科学民主决策和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支持推动我国载人航天
事业发展。李鹏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重要开创者、忠实践行者、积极推动
者。他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处理
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统筹推进财税体制、金融
体制、价格体制、外贸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和
国有企业改革，稳定农村政策，支持经济特区

发展，平稳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转变，为 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李
鹏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
重要领导者。他担任宪法修改小组组长主持
起草宪法修正案草案并经全国人大通过，以
国家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思想地位，明确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
非公有制经济重要作用等内容，任期内审议
通过法律和有关法律决定草案百余件，推动
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初步形成。李鹏同志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困
难群众饱含深情，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十分关
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冷暖。

2003年3月，李鹏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
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

李鹏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
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
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
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李鹏同志永垂不朽！

李鹏同志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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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7月 23
日，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
仲茜以“发扬自我革命精神，重整行装再
出发”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坚持
问题导向，刀刃向内，不断增强工会组织
和工会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切
实担负起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张仲茜在党课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性
质、宗旨、历史，以及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
比较，阐释了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
明品格和最大优势；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主题教育专项整
治的八个方面突出问题，阐释了主题教
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党的自我
革命；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主题
教育中检视出的问题和整改措施，阐释
了新时代工会的自我革命要突出增强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张仲茜强调，要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坚定信仰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牢
固树立以职工为中心的思想，增进同职工
的感情，自觉同广大职工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切实为职工群众解决操心事、烦心
事；要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明公私、明得失、明是非，老老实实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真正做职工群众信
赖的娘家人、贴心人。

张仲茜要求，要按照主题教育“六个
对照”要求，从政治、思想、作风、能力和廉
政等方面，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对发现的问题，即知即改、
立行立改。要本着对全省职工群众高度
负责的态度，做好规定动作，做出工会特
色，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做到位，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省总工会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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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梅）7月 22日，
科创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
板。我省两家企业——西部超
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部超导）、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铂力特）位列首发开
板25家企业之中。

西部超导、铂力特均是我省高新技
术企业。其中，西部超导成立于 2003

年，是省科技厅直属院所西北有色研究
院控股公司，主要从事高端钛合金材
料、高性能高温合金材料、超导材料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是目前国内唯一低
温超导线材生产及超导磁体制造全流
程企业。4月 9日，西部超导向上交所

递交科创板 IPO申请受理，到 6
月 20日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第7次审议会议首发审核

通过，历时 66天，创下了目前科创板从
企业申报到过会速度最快的纪录。铂
力特成立于2011年，主要从事金属增材
制造装备、定制化产品、粉末原材料、软
件/技术服务相关研发制造生产业务，是
中国第1家全产业链3D打印企业。

陕西两家企业登陆科创板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者 申
铖）财政部23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
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利润增速进一
步放缓。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
总额18200.4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
较一季度放缓。其中，中央企业为
12175.3亿元，同比增长 8.8%；地方国有
企业为6025.1亿元，同比增长4.1%。

上半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294921.0亿元，同比增长 7.8%。其中，
中央企业为 170946.4 亿元，同比增长
6.2%；地方国有企业为 123974.6亿元，
同比增长10.0%。

上半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
13537.6亿元，同比增长 8.0%，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95.5 亿元；
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6.5%，与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

数据显示，截至 6月末，国有企业
资产总额为 1949665.8亿元，同比增长
8.9%；负债总额为 1257984.6亿元，同比
增长8.8%；所有者权益合计691681.2亿
元，同比增长9.1%。

截至 6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率 64.5%，降低 0.1 个百分点。其中，
中央企业为 67.6%，降低 0.2 个百分
点；地方国有企业为 62.2%，增长 0.1
个百分点。

上半年国企利润同比增长7.2%

新华社北京 7月 23 日电（记者 陈
菲）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对单独制发以及
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 44件司法解释性
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同时，对
最高检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文件中已
经被废止的2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
性文件一并予以公布。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介

绍，此次清理，本着严格依法、审慎稳
妥、确保衔接、充分沟通的原则，全面
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18年3月制发
的现行有效文件，确定属于清理审查范
围的文件850件。

据介绍，清理的文件主要是以下几
类：一是贯彻落实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法
的要求，废止涉及检察机关已转隶职能
的相关文件，如关于职务犯罪预防、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部分职务犯罪侦查等

文件。二是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调整检察机关自侦工作相关机
制，废止原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
一级等相关文件。三是充分体现新时代
法治思想，对于已经停止履行的职能或者
违背现行刑事诉讼法精神的个别文件予
以废止。

据悉，最高检正在抓紧修改《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于未
废止的部分文件中需要调整的内容进行

修改、规范。此外，在这次集中清理
后，最高检还将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解释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司法解释工作，提高司法解释工作质
量，采取随时清理、定期清理与全面清
理相结合的方式，及时修改和废止与法
律不一致或者已不适应形势变化的司法
解释。对于制定的司法解释以及对司法
解释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及时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

最高检公布废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46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