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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陕西四大举措全力做好稳增长工作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月29日，
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开幕会上，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强作《关
于陕西省201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
下一阶段，全省将扭住发展第一要务
不动摇，通过四大举措全力做好稳增
长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稳定工业增长。落实工业稳增长

促投资若干措施，逐市逐
行业分析研判，“一企一
策”帮扶停产减产企业；在

“一保一扩三补”基础上
“增优促中限低”，做好

1500万吨煤炭产能核增工作，发挥能
源工业重要支撑作用；做好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的跟踪服务保
障工作；对年内能竣工投产的重点工
业项目，建立“一对一”工作机制；全年
组织100场工业品促销活动。

扩大有效投资。争取 7月底前下
达完毕 2019年度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加快推进600个省级重点项目建设，对

停建缓建项目分类施策；建设完善中
省市县四级项目库；统筹研究建设用
地、环境容量、能耗指标等要素全省调
剂使用方案。

抓好项目推进。依托优势，着力
在集成电路、动力电池、数字经济、精
细化工、现代物流等领域谋划一批产
业链项目，切实解决产业项目后劲不
足问题；围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
一步充实项目库，加紧储备一批打基
础利长远的好项目；创新招商引资方
法，紧盯前沿高新技术、领军企业、领
军人物，开展定向招商和产业链招商，
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主动走

出去引进一批投资大、质量高、效益好
的项目。

扩大消费需求。以稳汽车消费为
重点托住商品消费“大头”，积极推进
社区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消费，研
究制定鼓励家电消费升级政策；与阿
里巴巴、京东在数字经济、互联网金
融等领域加强合作，尽快与万达集团
签署合作协议；加快创建全域旅游示
范省，自今年8月1日起，全省国有A
级以上景区门票实行统一降价 15%的
优惠政策，创建西安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指导有条件的市区建设区域消费
中心城市。

●“一企一策”帮扶停产减产企业 ●全年组织100场工业品促销活动

徐大彤，男，汉族，1970年2月生，天津
人，1992年7月参加工作，1991年3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全日制大学学历，经济学硕士
学位。历任天津港保税区工委、管委会办
公室副主任、物流发展局局长，天津市滨海
新区管委会副巡视员、党组成员，天津市滨
海新区商务委员会主任（副局级）、党组书
记，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主任、党组书
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天津市武清区委书记，2019年7月任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中共十九大代表。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
月 31日，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会议经表决，决定任
命：徐大彤为陕西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决定任命：徐大彤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徐大彤同志简历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7月
26日，铜川工会“八大群体”集
中建会入会暨“夏送清凉”活动
印台现场会在合铜高速十标段举
行。 700 余名来自美团外卖、
EMS快递等“八大群体”的职工

现场加入工会。
活动现场，新入会会员进行

了集体宣誓、领取了工会会员证
和防暑降温物品。此外还进行了
《新时代工人走起来》《歌唱祖国》
快闪活动。

铜川：700余名“八大群体”职工加入工会

本报讯 7月 29日，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省国防工会
主席吴志毅以《把初心和使命变
为服务职工的实际行动》为题，
为省国防工会机关、陕西省工人
疗养院、陕西职工国际旅行社的
全体党员讲党课。

吴志毅与大家交流了开展主
题教育以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重要论述的心得体会。他表
示，通过学习，深刻体会到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与伟大，感受到了习近
平同志“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的伟大情怀，坚信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
下，中国人民必将更加幸福，中
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吴志毅向大家通报了省总工
会主题教育重点课题“促进军民
融合，发挥工会作用”的调研情
况，并分享了调研感悟。他指
出，劳模工匠身上体现出来的爱
岗敬业、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的
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工会组织要想得到
基层工会和职工的信任，不能只唱高调，要做一些
实实在在的事情，把调研中的意见建议落实好。工
会工作要不断创新，保持思想和行动与时俱进，才
能把工作真正做到职工心坎上。

吴志毅还传达了省委十三届五次会议精神和省总
工会2018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表彰大会精神，并对开
展好主题教育和省国防工会、陕西省工人疗养院、
陕西职工国际旅行社下半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强
调，要求全体党员认真检视自己，发现问题、补足
短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调整工作状态，以饱满
热情完成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本报讯（李卫）在“八一”建
军节之际，陕西多家景区为“最可
爱的人”开启免票通道。

8月1日至8日，现役军人（持
军官证/士兵证）、退役军人（持退
伍证/转业证）在以下景区均可免
费畅游：宝鸡太白山景区、商洛金

丝峡景区、渭南少华山景区、朱雀
国家森林公园、太平国家森林公
园、山阳天竺山国家森林公园、镇
安木王国家森林公园、大水川旅
游度假区、麟游县九成宫碑亭景
区、凤县灵官峡景区（以上门票免
费信息均只针对景区首道门票）。

8月1日至8日陕西多景区对现退役军人免票

7月31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省交通运
输工会承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与共和国同行”示范性主题阅读活动，在
省高速集团白泉分公司陶然书屋举行。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王娇萍，省总工会党
组成员、女职工委员会主任李秀华出席并
向职工赠书。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月 31日下午，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西安闭幕。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胡和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常委会组成人员 5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陕西省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27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
于批准2018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西安市社区
教育促进条例》《汉中市张骞墓保护条例》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下转二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闭幕
胡和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表决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18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等
决定任命徐大彤为副省长

林秀英同志是共和国第一代纺织女
工，是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是一名热爱
工运事业的老工会人，先后受到周恩来、
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她入党 63年，始终对党忠诚，初心
不改，淡泊名利，乐于奉献，用劳动和坚
守诠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用模范到
底的精神书写踏实人生，是全省工会党
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激励广大工会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见贤思齐、矢志奉献，省总
工会党组决定，授予林秀英同志“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林秀英，1938年 10月出生，西安市
鄠邑区人，195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2年 7月，在咸阳陕棉一厂织布

车间当工人。1955 年 10 月，作为熟练
工，调往西安支援新建的西北国棉四厂
工作。1975年 8月调任陕西省总工会工
作，1999年 11月退休。林秀英同志从农
村到企业，再到省总工会机关工作，始终
保持党员本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先进
生产者”“全国先进生产者”“陕西省委机
关工委模范共产党员”。

林秀英同志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优
秀代表，是工会党员干部的楷模。她在
纺织行业工作的 22年里，艰苦奋斗，争
分夺秒为国家作贡献，践行了“为党、为
人民多生产一尺布”的初心和誓言。她
在省总工会机关工作的 24年里，任劳任
怨，与职工群众打成一片，连续 19年坚

持到西北国棉四厂参加义务劳动。从工
作岗位退下来后，她坚持学习，坚守初
心，朴素低调，从来不向组织讲困难、要

“照顾”，赢得干部群众普遍赞誉。
省总工会党组号召，工会系统广大

党员干部要向林秀英同志学习。学习她
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政治品格，永远
听党话、跟党走，真正做到“党需要我
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学习她艰
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学习她
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精神，心里
时刻装着职工群众；学习她朴实纯粹、
勤勉质朴的高尚情操，退休不退志，心
系党的事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

全省各级工会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开展向林秀英同
志学习活动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张富清、黄文秀
同志先进事迹结合起来，与本地本部门
本单位和本行业工会工作实际结合起
来，努力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
先进的浓厚氛围，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
气神。要多干党委想干的事，多帮政府
干好正在干的事，多做职工群众关心的
事、操心的事、揪心的事，以奋斗的精神
和奋进的姿态，积极投身党的工运事业，
当好群团组织排头兵，力争陕西工会多
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为实现追赶超越
发展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共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关于授予
林秀英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2019年07月31日）

石先、王思孝、王焕北、洪江、张平
安、白炳莹、郭云霞、高中成、吕文仁、杨
毅等10名入党70年以上的老同志，是陕
西工会战线上的老前辈，是工运事业的
奠基人和见证者。在岗时，他们以高度
的责任感，认真学习党的理论，模范执行
党的方针政策，做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竭
诚服务职工群众的排头兵。离休之后，
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关

心党的工运事业，积极传播正能量，做传
统美德的示范者、和谐生活的促进者。
他们历经 70余年风雨，始终对党忠诚，
对党的群众工作无限热爱。他们是共产
主义崇高理想的优秀践行者，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典范，是广大
党员和工会干部学习的榜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全
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之际，为表达对老党员、老同志的崇高敬
意，进一步激励工会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恪守初心，践行使命，弘扬老同志生命不
息、奉献不止的高尚情怀和革命精神，经
省总党组研究，决定为石先等 10名老党
员颁发“在党70年”光荣证书和纪念杯。

省总工会党组希望各级工会组织要
珍爱党和国家、工会组织的宝贵财富，更
加关心老党员、老同志的生活和健康，继

承发扬优良传统，把老同志的事情办实
办好。全体党员干部要向老党员、老同
志学习。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对党忠诚
的赤子情怀；学习他们信念坚定、胸怀大
局的崇高理想；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无私
奉献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离岗不离党，
退休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切实担当，奋力
作为，为推进陕西工运事业、助力新时代
陕西追赶超越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关于给石先等
10名老同志颁发光荣证纪念杯的决定

（2019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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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总工会特别邀请港珠澳大桥管理
局总工程师、中国公路学会桥梁与结构工
程分会副理事长苏权科同志回陕作专题报
告，欢迎西安各大院校路桥工程专业学生
前来聆听。

时间：8月 2日（周五）下午 3时
地点：西安曲江宾馆第一国际会议厅
主题：用奋斗架起中国脊梁
内容：讲述港珠澳大桥建设的生动故事，促

进工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深走
实，取得扎实成效，激励全省职工积极投身稳增
长促发展、推动“三个经济”伟大实践。

联系人 张云，联系电话 87329818。

报告人简介

苏权科，男，1962年5月出生，陕西岐山
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
工程师，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公路学会
桥梁与结构工程分会副理事长。曾参与修建
汕头海湾大桥、厦门海沧大桥等，并于 2004
年开始全面主持港珠澳大桥工程建设不同阶
段的技术管理和科学试验研究工作。他带领
团队先后研究制定了 63 本技术标准，获得
600多项专利，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建立跨海通道建设工业化技术体系，
形成“中国方案”，创造了“中国制造”“中
国工法”的世界纪录。先后荣获中央电视台
2017年度全国科技创新人物、2018年国际桥梁
维护与安全协会杰出贡献奖等荣誉，港珠澳大
桥建设者群体获评“南粤楷模”。

苏权科报告会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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