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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宝
鸡市总工会举办
第六届七夕“职
工公益鹊桥会”，
来自该市各行各
业的 800 余名单
身 职 工 参 加 活
动。最终，18 名
职工牵手成功，
150 多名职工找
到心仪“对象”。

杨斐 摄

本报讯（张翟西滨）8月 2
日，咸阳市总工会六届八次全
委（扩大）会议召开。在会前召
开的六届八次常委会上，张静
当选为咸阳市总工会第六届委
员会常务副主席。

会议强调，各级工会组织
和工会干部要落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摸清职工
群众的诉求意见，确保工会工

作有序开展。要进一步完善普
惠服务职工网络，推进城镇困
难职工解困脱困常态化帮扶。
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正确导
向，积极开展职工先进性宣讲
教育活动，推动工会工作向基
层延伸。要巩固自身建设，抓好
智慧工会建设，打造线上线下相
互促进、有机融合的工作格局，
不断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咸阳市总工会六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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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先民、生息繁衍……转战
陕北、春秋丹卷……”一篇气势恢宏
的《榆林史赋》将红色之城——榆林
市的厚重历史娓娓道来。7月29日，
记者来到榆林档案展览馆，感受历史
痕迹、重温革命岁月。

该馆是榆林首个以档案形式记
录榆林历史的大型综合展馆，由印象
榆林、红色榆林、影像榆林、民俗榆
林、人物榆林、今日榆林、馆藏珍品等
7个部分组成。利用丰富的历史图片
和珍贵的档案资料，以及一系列多媒
体技术，介绍了榆林的地域环境、历
史传统、文化底蕴和红色革命历史。

目前，馆藏珍品区共展出 66件

档案，其中包括习仲勋写给张邦英的
书信、曹力如和朱侠夫的任命书、党
建和土改时期的总结报告、和平解放
榆林的电文、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等
珍贵档案。

讲解员介绍说，在榆林地区至今
流传着三妯娌跳崖的故事。1935年
初，国民党反动派调集 5000余兵力，
对神府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围
剿”。尤其是邬青云骑兵营，经常四
处掳掠，无恶不作。3月 18日，敌骑
兵营一个连突然向贾家沟村袭来，危
急关头，共产党员黄云爱和弟媳刘金
珍、贺博芳，不顾自身安危，组织群众
分批转移，直至确认所有村民安全转

移，才开始撤退。
扑了空的敌人恼羞成怒，开始搜

山，在发现黄云爱三妯娌后拼命追
赶。在这危急关头，黄云爱果断地
说：“我们一定要把敌人引开，让群众
安全转移，现在只有一条路——鬼则
崖。”三人心里明白，鬼则崖山前是一
道缓坡，没有隐蔽物，山后是万丈深
渊，等于走上了
一条绝路。

当三人跑
上山顶，面对穷
凶极恶的敌人
和万丈深渊，黄
云爱对两个弟

媳说：“即便粉身碎骨，我们也绝不能
落到敌人手里，为了革命，只能跳
崖。”说完毅然纵身跳下，两个弟媳也
紧随其后。

三妯娌舍身跳崖的英雄壮举，赢
得了当地群众的敬仰和爱戴。她们
的故事也得以流传至今。

本报实习记者 赵院刚

走进榆林档案展览馆

感受历史痕迹 重温革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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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极端激进分子的恶行又添
了一桩——8 月 3 日傍晚，一些极端
分子在尖沙咀海港城降下五星红旗
并拆下扔入海中。消息传出，人神
共愤。国旗神圣不容侵犯。极端分
子肆意践踏法律、挑战国家尊严、
伤害民族情感、破坏“一国两制”，
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香
港社会各界第一时间表示了最强烈
的愤慨和谴责，呼吁香港警方尽快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维护香港法

治、维护社会安宁。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性旗帜，国

旗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
重和爱护国旗。国旗法第十九条还
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
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旗法也是
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区
实施的全国性法律。香港特区《国
旗及国徽条例》第七条规定：任何
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
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或
国徽，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

第5级罚款及监禁3年。国旗神圣，
必须爱护，我们爱护国旗，就是守
护国家尊严；国旗庄严，不容侮
辱，任何侮辱国旗的行为都是违法
犯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

近两个月来，香港反对派和激进
分子制造了连串暴力违法事件，冲击
香港公共秩序、触碰“一国两制”底
线、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破坏内地和
香港关系、伤害中华民族情感。7月
1日，在本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2周
年的喜庆日子里，激进分子却暴力冲
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
施，涂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撕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7月21日，
更有一部分激进分子围堵香港中联

办大楼，污损国徽，喷写侮辱国家和
民族的字句。8月3日激进分子又公
然侮辱国旗，甚至在旗杆处写下“港
独”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激
进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姑
息迁就，必须严肃追究、早日绳之以
法，还香港一片安宁。

令人激动的是，就在8月4日凌
晨，十余名爱国爱港市民在尖沙咀海
港城同一地点聚集，边唱着国歌，边
将国旗重新升起，路过的香港市民也
驻足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8 月 4
日一早，在香港尖沙咀天星码头的五
支旗杆前，又有不少香港市民陆续聚
集，自发守护国旗，表达对国旗的崇
敬、对国家的挚爱。

国旗神圣庄严不容侵犯
·吴亚明·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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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
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比1949
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

报告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我国农业走过了辉煌的发展历
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
就，不仅用不到世界 9%的耕地养
活了世界近20%人口，而且百姓餐
桌越来越丰富，品质越来越优良。

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畜产品供应总体不足。改革

开放后，特别是 1985年国家放开
猪肉、蛋、禽、牛奶等畜产品价
格后，大牲畜、生猪等传统养殖
业发展迅猛，家禽养殖加快发
展，畜产品产量快速增加，主要
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禽蛋
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此
外，水产品总产量自 1989年起稳
居世界首位。

农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报
告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
农业实现了由单一以种植业为主
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
展的现代农业转变，农业主要矛

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
盾，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
质导向。

此外，农村土地流转深入推
进，适度规模经营快速发展。报
告显示，农村承包地更加有序流
转。2004年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
为0.58亿亩，到2018年，全国家庭
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了 5.3亿
亩。同时，国家着力培育各类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截至 2018年底，全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注册数量217万个，家庭
农场60万个。

70年来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4.8倍

编辑：章琦 版式：王青 校对：桂璐

“本院住户，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共同抵制不良风气；邻里
之间要相互尊敬，团结友爱，和睦相
处，反对搬弄是非；严禁聚众赌博、吸
毒，要爱护公物，不准攀折花木，不得
损坏公共设施……”

这是省总工会西北一路家属院
《院规民约》的部分内容。这项经住
户一致讨论通过的“文明公约”总计8
条，语言朴实，内容实在，是大家共同
遵守的行为约定。“别看这项公约简
单，但管用！”谈起自己的得意之作，
邱希城欣慰地笑了。

今年 75岁的邱希城是省总工会
机关离退休第一党支部书记、西北一

路家属院家委会主任。精神矍铄的
他只要是为 200多住户办事，身上总
有使不完的劲。原先安全、卫生无人
问津的家属院，在他的管理下变得干
净整洁、安全有序，大家亲切地称他
是“小院里的‘大管家’”。

省总工会有 4个家属院，西北一
路家属院属于老旧家属院，房屋年
久失修，离退休人员多。近几年，
由于房屋出租率高，外来人员增
多，原本宁静的小院变得嘈杂而混
乱——杂物乱堆乱放，垃圾烟头随
手乱扔，共享单车横冲直撞，邻里
纠纷时有发生……

“爱管事”的邱希城被推选为家

委会主任后，首先与广大住户特别是
外来人员交流谈心，依靠群众力量，
寻求解决问题的良策。“无规矩不成
方圆。”在征得大多数住户的意见后，
邱希城一口气制定完善了《门卫制
度》《车棚存车管理制度》《供水供暖
维修规定》等制度，使家属院管理走
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与此同时，
邱希城组织人员清理卫生死角，修葺
花坛，清除楼道杂物，禁止共享单车
入院。经过一段时间整顿，院内变得
花草飘香、整洁干净。

良好的环境卫生贵在保持。有
时清洁工刚把卫生打扫完，就有个别
住户乱抛垃圾。为此，邱希城调动家

委会其他成员力量，与各楼楼长一起
检查监督，发现谁家抛撒垃圾，便上
门提醒。家里没人的，写一个“爱护
环境，人人有责，请不要随意抛撒垃
圾”的纸条，从门下塞进去……春风
化雨，一段时间后，随意抛撒垃圾、乱
堆杂物的现象没有了。

“要把家属院建成邻里守望相
助、文明和谐的大家庭，光有硬性制
度远远不够。”在制定完善一系列管
理制度后，邱希城认为，从争创“文明
小区”的高度出发，建立一个更高层
次的行为约束公约，就显得十分重
要，这样《院规民约》便诞生了。

（下转二版）

小院里的“大管家”
——记省总工会西北一路家属院家委会主任邱希城

陕煤西安重装西煤机公司推出
世界首台自主研发8.8米超大采高智能化采煤机

详见M1版

导 读

西安市总工会成立农民工工作委员会
详见3版

郭淑贞：我与梦桃的姐妹情
详见4版

新华社北京8月 5日电（记者
赵文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甘霖 5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迫切需要建
立、完善违规涉企收费治理长效机
制，推动违规涉企收费治理规范
化、法治化，确保企业真切感受到
减税降费实惠，激发市场活力。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工作的

通知》。甘霖介绍，通知从全面开展
自查自纠、强化收费事项公开、违规
涉企收费治理与“放管服”改革紧密
结合、建立健全保障和评估机制这四
个方面治理违规涉企收费。

在强化收费事项公开方面，按
照涉企收费事项一律公开、没有例
外的原则，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要清
理和公布政府委托中介机构承担的
事项，公布政府部门下属单位的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收

费性质等内容；国务院各部门要统
一在官网公开要求企业接受第三方
服务的事项。切实做到涉企收费公
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让企业明
明白白缴费。

在建立健全保障和评估机制方
面，建立违规涉企收费举报线索高
效查处、信息共享、联合惩戒等工
作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推进
社会共治。

甘霖说，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

涉企收费监管力度，2018年开展全国
涉企收费检查，查处违规收费金额
6.2亿元。总体来看，违规涉企收费
明显减少，但是涉企收费项目杂、
收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等问题依
然存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是激发市场活力、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的关键之策。通知的印发，
就是要明确任务、确定时限、拿出
实招，切实解决违规涉企收费问
题，增强企业获得感。

治理违规涉企收费将建立长效机制

本报讯 （记者 阎瑞先） 8月5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
会主席郭大为在西安调研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整体联动、共治
精治，为改善生态环境、节约利用
资源、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贡献。

上午，郭大为先后来到西安维
尔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浐灞
生态区生活垃圾二次分拣中心，现
场听取企业运行情况和生活垃圾二
次分拣介绍，仔细观看餐厨垃圾处
理工艺和废塑料瓶、废纸箱等可回
收生活垃圾分拣流程。郭大为指
出，垃圾分类与每个老百姓息息相
关。今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垃
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
认真贯彻落实，学习借鉴上海、金
华等地经验，整体联动、共治精
治，共同推动我省垃圾分类管理工
作。西安作为全国46个先行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的试点城市之一，
今年 9 月就要全面推行垃圾分类，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
认识，持续发挥好领头示范作用，
加快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尽快
完善分类管理体系，做好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出台垃圾
分类的地方性法规，依法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
更加美丽。

下午，郭大为冒雨来到长安区
滦镇街办乔良寨村和内苑村，实地
查看生活垃圾处理工艺、流程及厨
余垃圾堆肥等情况。乔良寨村在
生活垃圾处理中充分利用二维码
进行积分兑换。他强调，没有乡村
治理，哪来乡村美丽？在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中，要注重运用科技
手段规范群众的行为，在细节上下
功夫，在效果上求突破。乡村“垃
圾银行”要讲求商品质量，增加
兑换种类，调动广大群众的参与
性、主动性。在内苑村垃圾分类
智能高效无臭堆肥房，郭大为查
看每个堆肥房的堆积量和室内温
度，了解堆肥发酵处理过程。他告
诉相关负责同志和经营者，要不断

改进技术，减少堆肥气味。要加强宣传引导，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把垃圾分
类工作做细做实，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绿色可
持续发展作贡献。

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润泽及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省级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等一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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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为（右一）一行在西安维尔利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调研。 张瑞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