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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
把工会事业干得更好

详见2版

省总工会“不忘初心 永葆本色”
党员代表座谈会掠影

详见4版

导 读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
者 申铖）记者 1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
发 《关于公布取消一批税务证
明事项以及废止和修改部分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在前期
分两批取消 35 项税务证明事项
的基础上，再取消25项税务证明
事项，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缴费
人办税缴费便利度，增强减税降
费获得感。

据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
人介绍，税务部门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持续开展“减证便
民”的部署要求，进一步优化税务
执法方式、更好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着力改善税收营商环境。截
至目前，税务总局分三批共取消
60项税务证明事项，涉及 231个
具体办税事项。

此次取消的税务证明事项
中，有5项属于原本需要纳税人专
门通过第三方取得的证明，如发
票票证丢失登报声明、软件检测
证明等；其余 20项是原本需要纳
税人提供的自有法定证照等资

料，如个人身份证明、办理变更税
务登记时需提供的营业执照等。

据了解，税务总局将取消证
明事项作为简化税收优惠事项办
理，增进减税降费便利化的重要
举措。此次公布取消的25项税务
证明事项中，有 19项涉及税收优
惠办理。

下一步，税务总局将继续把
落实证明事项清理工作抓紧抓
好，促进管理更有效，服务更优
质，着力打造法治化、便利化的税
收营商环境。

国家税务总局再取消25项税务证明事项

省总工会召开“不忘初心 永葆本色”党员代表座谈会

工会人到工会就是“回家”，今天老前
辈们、老同志们回到家里，我们由衷地感到
亲切和高兴。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
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是，向老前辈们、老
同志们致敬，向老前辈们、老同志们学习，
找差距，学习老前辈们、老同志们一辈子忠
诚、担当、奉献的精神，老同志与“小同
志”相见，更多的是精神和力量的传承，听
老前辈们、老同志们讲话，其实就是听党
课，真实生动。一个是，我们一起共话“初
心”，聆听老前辈们、老同志们的意见和建
议，把陕西工会事业干得更好。一个是，今
天是“八一”建军节，在座的老前辈、老同
志有的当过军人，上过战场。在此，我代
表省总工会党组和全体同志们，向曾参加
过革命战争的离退休老同志和全省工会系
统的军转干部，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
敬意！

听了几位老前辈、老同志的讲话，看了
视频短片，有三个强烈感受：第一个就是精
神上受到激励。石先同志（97岁）曾多次参
加与日寇的战斗，洪江 （93 岁）、高中成
（89岁）两位同志都参加过延安保卫战。战
争是残酷的，枪林弹雨，烽火连天，出生入
死，考验的是革命意志，我们看抗日战争
片、解放战争片，比如，《百团大战》《保卫
延安》《三大战役》等，让人感到最强烈的
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信仰的力量是强
大的，为祖国和人民扛过枪、打过仗的都是
人民英雄。第二个就是精神上受到洗礼。那
个年代的人，只要革命需要，只要组织需
要，只要工作需要，都能做到一切听党的召
唤，党叫干啥就干啥。郭云霞同志（89岁）
抗战期间在佳县从事后勤教学工作，建国后
在西北纺织工会工作过。白炳莹同志 （91

岁）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做过行政工作，建
国后在西北木材加工厂工作过。杨毅同志
（89岁）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后勤保障
工作，建国后从事过地方医疗工作。张惠敏
同志（84岁） 1959年被错判劳动教养，并开
除公职，那时她年仅 24岁，直到 1979年才
恢复公职，但她丝毫没有对党、对组织有任
何怨气。在座的老前辈们、老同志们，都是
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可以说从战场上转到生
产上，从后方支援转到建设一线，始终服从
组织安排，无怨无悔，毕生奉献，心中满满
装的都是党的事业。第三个就是精神上受到
提振。陕西工会事业发展到今天，与在座老
前辈们、老同志们的贡献和奋斗是分不开
的，是老前辈们、老同志们打下的基础。老
前辈们、老同志们心里一直惦念着党的事
业。石先同志曾给我写信，提到要加强家政
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字里行间体现的是
对事业的拳拳之心。林秀英同志（81岁）身
居领导岗位，却连续19年坚持下基层义务劳
动。王焕北（93岁）、王思孝（95岁）、吕文
仁 （91岁）、张平安 （93岁）等四位同志，
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后到工会
工作，他们始终与职工群众打成一片。我在
工会工作快满一年了，有一个最深的感悟，
就是工会干部特别是工会主席要始终站在职
工群众队伍当中，多干善事，多干好事，多
干实事，职工群众的事就是最大的事，要用
心用情用力去做。刚才老前辈们、老同志们
的肺腑之言，一番叮嘱，语重心长，令人感
动，很受教育，这种感悟越来越强烈、越来
越深刻。

机关两位“小同志”的发言，也是真情
实感，表明了信心和决心。行胜于言，希望
干的比说的更好。

今天，我也是有感而发，谈三点感悟：
第一，老前辈、老同志是事业发展的宝

贵财富。在座的老前辈们、老同志们都是共
和国的功臣，为祖国流过血、流过汗，理想
坚定、政治过硬、久经考验，身上都烙印着
爱党之心、爱国之心、爱民之心，始终把党
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虽然离退休多
年，但都一直关注陕西工会事业的发展。今
天，我们给石先等 10名党龄 70年以上的老
同志颁发光荣证、纪念杯，授予林秀英同志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一个是表示对老前
辈们、老同志们的崇高敬意，一个是学习老
前辈们、老同志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
治本色和政治品格。无论到什么时候，精神
都是无价之宝，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老前
辈们、老同志们做的比说的好，干的多、
说的少，甚至只干不说，都把公家的事当
自己的事来做，甚至比自己的事还要上
心、用心，舍小家，顾大家；老前辈们、
老同志们身上都有一股“不怕苦、拼命
干”的精神，一到单位就来神，一投入工
作就来劲，一心一意干事业；老前辈们、
老同志们身上都有深厚的群众情结，都能
和职工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职工
群众的冷暖始终挂在心上，把帮助别人作
为最大的快乐；老前辈们、老同志们身上
都有严于律己、朴实纯粹的品质和情怀，
用劳动和坚守诠释理想信念，用模范到底
的精神书写踏实人生，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我们经常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这些在老同志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是我们干事创业的精神食粮。

第二，关爱老前辈、老同志就是不忘
本。不忘本就是不忘初心，饮水思源，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
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而出
发”。忘记了老前辈、老同志，就是忘记了
优良传统，丢掉了根本。老前辈们、老同志
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
的一生，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们的贡
献。关爱老前辈、老同志就是讲政治，是我
们的义务和责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人都有老的时候，只要政策允许，组织能办
到的，我们将为老前辈们、老同志们提供一
切服务，老前辈们、老同志们有什么需
要、有什么意见只管提，都是自家人。大
家要记住，老前辈们、老同志们的今天就
是我们的明天。主题教育期间，有同志给
我讲，老前辈们、老同志们学的都很认
真，有的还认真作笔记，在学习方面和生
活方面，老干处要及时跟进，尽量满足老
前辈们、老同志们的愿望。刚才，听了几位
老前辈、老同志的讲话，感觉阅读量很大，
逻辑清晰，有底气，真可谓“活到老学到
老”。老前辈们、老同志们原则性强，需要
照顾的时候，总想着不给组织“添麻烦”，
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但是我们还是要强化主
动服务意识。同时，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就是希望老前辈们、老同志们监督我们的工
作，老前辈们、老同志们的“初心”也是我
们的“初心”，我们都想把事业干得更好，
干到职工群众的心坎上，离职工群众的需求
近一点、再近一点。

第三，不忘初心是具体的，我们要以实
际行动和扎实的作为来践行。“初心”是根
基、是方向，就拿几位老前辈、老同志来
讲，革命时期，“初心”是推翻“三座大
山”、解放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
心”是争分夺秒为国家多作贡献，为人民吃

得饱、穿得暖，过上好日子。干工会事业，
我们的“初心”就是为职工群众维好权、服
好务，替职工说话，为职工办事；围绕中心
工作，为发展多作贡献。全国总工会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同志讲过，工会
是干好事、干善事、干实事的地方，工会人
都会高寿，在座的老前辈、老同志就是很好
的写照，精神矍铄，这是我们工会人的福气
和福分，我们应该为做工会人而感到欣慰
和自豪。我们也有信心和决心，不辜负老
前辈们、老同志们的期望，把工会事业干
得一年更比一年好。刚才，石先老前辈提
到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我们必须要
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只有把工会组织建设
好，工会队伍建设好，才能把工会工作落
到实处。这里，向老前辈们、老同志们汇
报一件事：省总工会连续四年获得全省目
标责任考核优秀格次，而且 2018年度考核
中，我们的得分在群团组织中是第一名。
我在会上给同志们讲，这只是开始，我们
的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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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路
径或者说原则是“多干党委想干的事，多帮
政府干好正在干的事，多做职工群众操心的
事、关心的事、揪心的事”。一句话，就是
一切工作目标都要“结果为王”，绝不干

“不打粮食”的事。请老前辈们、老同志们
放心，也希望多给我们提批评意见，我们会
虚心听取、不断改进。我代表省总工会在职
的全体同志，向老前辈们、老同志们表个
态，一定从你们手中接过“接力棒”，而且
紧紧地握在手里，跑好每一棒，不断开创陕
西工会事业新局面。

最后，衷心祝愿老前辈们、老同志们身
体健康，幸福快乐！

在“不忘初心 永葆本色”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9年8月1日）

郭大为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8 月 1 日上
午，省总工会“不忘初心、永葆本色”党
员代表座谈会召开，13名离退休老党员
特别是 70年以上党龄的 3名老党员参加。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
为出席并讲话，强调召开座谈会就是与老
前辈们、老同志们共话“初心”，向老前
辈们、老同志们致敬，向老前辈们、老同
志们学习，找差距，学习老前辈们、老同
志们一辈子忠诚、担当、奉献的精神，聆
听老前辈们、老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努

力把陕西工会事业干得更好。
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主持会

议。省委第四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省总
工会副主席赵霞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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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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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郭大为向全国劳
模林秀英和党龄 70年以上老党员石先、
高中成、张平安等颁发光荣证和纪念杯、
佩戴光荣花。

在听取老党员代表石先、高中成、张
平安的讲话和中青年党员代表徐富权、殷
霓的发言后，郭大为说，今天是“八一”
建军节，谨向曾参加过革命战争的离退休
老同志和全省工会系统的军转干部，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郭大为说，工会人到工会就是“回
家”，老同志与“小同志”相见，更多的
是精神和力量的传承，听老前辈们、老同
志们讲话，其实就是听党课，真实生动。
听了几位老前辈、老同志的讲话，感到最

强烈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精神上受到激励、受到洗礼、受
到提振。老前辈、老同志是事业发
展的宝贵财富，都是共和国的功
臣，为祖国流过血、流过汗，身上都
烙印着爱党之心、爱国之心、爱民
之心，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
第一位，虽然离退休多年，但都一
直关注陕西工会事业的发展。无
论到什么时候，精神都是无价之
宝，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
关爱老前辈、老同志就是不忘本，
就是讲政治，是我们的义务和责
任，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们
的贡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
要政策允许，组织能办到的，我们
将为老前辈们、老同志们提供一切
服务。不忘初心是具体的，我们要
以实际行动和扎实的作为来践行，
就是为职工群众维好权、服好务，
替职工说话，为职工办事；围绕中
心工作，为发展多作贡献。

郭大为要求，一切工作目标都
要“结果为王”，绝不干“不打粮食”
的事。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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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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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心的事、关心的事、揪心的
事，虚心听取老前辈、老同志的
批评意见，从他们手中接过“接
力棒”，而且紧紧地握在手里，跑
好每一棒，不断开创陕西工会事

业新局面。
张仲茜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对照优

秀共产党员林秀英和各位老前辈、老同
志，检视自我，寻找差距，埋头实干，抓
好落实，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确保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省总工会厅级以上领导，机关各部
门、省级产业工会、直管单位负责人和中
青年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郭大为讲话

夏到中伏格外热，动辄三四十摄氏
度的气温着实令人难熬。即便是这样的
天气，警察、快递小哥、建筑工人等许许
多多平凡的劳动者依然在户外酷暑中坚
守岗位，保障着社会秩序正常运转。

对高温下的劳动者，高温津贴是一
份应得的“清凉”。可是，个别用人单位
对给予这份“清凉”扭扭捏捏、缺斤短
两。有的用人单位借风雨来搪塞，今日
风来、明天雨到气温不达标，按月份发放
的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就没了踪影；有
的用人单位拿实物来冲抵，将按现金发
放的“清凉之策”替换为藿香正气水、绿
豆汤、冰糕等。

高温津贴也好，防暑降温费也罢，于
情于理皆有出处。但每年都有公众对此
问题抱怨，说明这项工作仍需抓好落
实。兑现这份“清凉”不仅是一项福利政
策，更是对劳动者最起码的尊重。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乡镇，无论是
大单位还是小公司，聚拢人气才能有发
展活力与前进动力。关心居民、爱护员工不是一句空
话。引人落户不容易，留人常驻更不简单。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如此高温天气，如何关心爱护一线工作人员
特别是户外劳动者，折射出民生关怀程度，也体现出一
个地方和单位的吸引力。

“谁言苦热天，元有清凉地。”一份津贴、一声问候，
虽无法驱除暑热，却无疑令人心生清凉。当此炎炎夏
日，每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都值得被善待与尊重。

高
温
下
，请
善
待
与
尊
重
他
们

·
萧
海
川
·

郭大为（左一）向石先同志颁发光荣证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