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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空管员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塔台管制
室监控航班运行情况。

记者从民航西北空管局获悉，8月15日零时起，
民航局空管局正式实施西北地区部分航路航线优化
调整方案，实现多个干、支线机场进离港航线分离运
行。此次空域调整标志着现阶段我国西北地区空中
主干道建设基本完成，空管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将进
一步提升。 邵瑞 摄

西北地区空域优化调整西北地区空域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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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8月
15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共同举办“奋力追赶超越 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新闻
发布会。会上，铜川市委书记杨
长亚以“加快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
铜川”为题，介绍该市 70年来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

杨长亚介绍说，2018年全市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4万元，是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 534倍，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289元，是改
革开放之初的 151倍。今年上半

年，经济保持了7.6%的增长速度。
多年来，铜川一手抓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接续产业发
展壮大，着力发展新型工业、高新
技术、现代文旅等产业，构建更具
活力的多元化产业体系。传统产
业以航汽铝材为引领，形成了煤
发电、电炼铝、铝深加工的循环产
业集群。航空汽车用铝成为拉升
经济的主引擎，年产 600万只汽
车轮毂项目、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的建设，使得传统产业实现质效
提升。接续产业以省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为承载，数字经济、新
材料产业等新业态、新动能实现
突破发展，已入驻航天科技企业
16户。同时以文化自信为引领，
以园区、景区为依托，大力发展

“文化+”产业，对老工业集中区进
行改造提升，建设了耀州窑文化
基地，培育了一批新型文化业态。

良好生态环境是转型的重要
考量，也最能直观体现转型发展
成果。从 2013 年起不再新建水
泥生产线，水泥企业由 30多家
减少到 6家。累计实施节能减排
典型示范项目 91个，对全市水
泥企业实施了脱硫脱硝改造。
2016年，铜川主动关闭 21处地方
煤矿，实现煤炭去产能 1058 万
吨，占到当年全市煤炭总产能的
36.5%。如今，绿色已成为铜川主

色调，森林覆盖率达 46.5%，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位居关中地区前
列，先后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铜川的绿色
转型之路，朱鹮是见证者、受益
者，野外能够观测到百余只朱
鹮，仅繁育出的“铜川籍”朱鹮
就有85只。

铜川从群众最切身利益、最
关切问题抓起，兜底补短保民
生，优化服务提品质，不断增量
城市幸福元素。建设了孙思邈纪
念馆、全民健身馆、铜川书画公
园、工人文化宫等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城市宜居水平连续多年排
在全省前三位。从 2003 年起，
启动了棚户区改造和沉陷区、滑
塌区群众整体搬迁工程，至今已
解决了 20余万中低收入群众的

住房困难。全力建设健康铜川，
建成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七临床
医学院等 3 家三甲医院，被确
定为全国第一批医养结合试点
城市。

铜川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载体，持之以恒把精神文明建设
往实里做、往深里做、往心里
做。设立“道德大讲堂”，开展

“优良家风进万家”等活动。评
选表彰“铜川道德模范”“文明
家庭”，开设“身边正能量”等
媒体专栏，出台道德模范奖励帮
扶、道德模范及身边好人礼遇两
个《实施办法》。从王家砭村好
人集体，到迷家塔村好人，36人
（群体）荣登“中国好人榜”，2
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铜
川好人已经成为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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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尾巴”战役：长征中最后一战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
马？唯我彭大将军。”毛主席这首耳熟能详的《六言
诗·给彭德怀同志》，讲的就是曾发生在吴起镇的“切
尾巴”战役。8月7日，记者随采访团来到吴起县胜利
山，感受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

1935年 10月 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
吴起镇。红军刚刚停脚，便得到消息，一路尾随而来
的敌军也赶到附近，将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

为了切掉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中央红军
准备采取“口袋”战术消灭敌人。10月 21日早 7时，

“切尾巴”战役全面打响。中央红军采用分块切割、择
机包围的战术，把敌骑兵分别包围在二道川、胜利山，
以及头道川的杨城子、圪坻梁、柳树梁、燕山梁一带。

经过几个小时激战，红军歼灭了国民党东北军白
凤翔六师的1个骑兵团、郭希鹏三师的2个骑兵团；击
溃马培清骑兵团1个，六师第十六、十八骑兵团；毙伤
600余人，俘虏 1000余人；缴获战马 1600余匹，山炮、
迫击炮、轻重机枪数十门（挺）。

这场战役让中央红军彻底切掉了长征途中一直
甩不掉的“尾巴”，是长征中的最后一战，宣告了国民
党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阴谋的破产，为陕北革命根据地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战斗胜利后，吴起人民为了
纪念这场战役，将原来的“平台山”更名为“胜利山”。

本报实习记者 赵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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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据媒体报道，广东珠海斗门
法院近日审理了一宗劳动合同纠
纷案，原告陈某要求单位支付其
离职前应休未休5天年休假的工
资报酬，被单位拒绝后起诉。法
院审理后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应休
未休年休假工资1091元，补偿金
额按日工资3倍计算。

依据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劳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
休的年休假，单位应当按照该职
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
假工资报酬。相关法律已实施多

年，但无偿被加班、休假权无法得
到保证等情况依然存在。用工单
位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劳动者深
知与其较真基本意味着失业，因
此劳动者往往只能选择沉默，等
到劳动关系结束后再去维权。但
是在维权过程中，又会出现相关
证据证明力不足，无法证明相关
权益受侵害的事实等情况，其中
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问题就
非常突出。

为压缩成本，有的用工单位
会变着花样克扣劳动报酬。同
时，相关部门惩戒力度明显未对

其形成有力震慑，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用工单位的肆无忌惮。针对
此类现象，部分地区已出台地方
性规定予以遏制。如江苏高院近
日出台了审理带薪年休假纠纷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再次明确，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因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报酬而发生争议的，人民
法院应予受理；用人单位未安排
年休假，劳动者主张按其日工资
收入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报酬的，法院将予以支持。

这对于用工单位和劳动者而
言都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教育。对

用工单位而言，用三倍工资的代
价去换年休假，两个成本之间孰
轻孰重，有必要算算账。而欺负
劳动者搞不好还要上黑名单，影
响单位和法人的社会征信记录，
这样的压力下，用工单位还是完
善自身相关管理制度的好；对劳
动者而言，指导意见是一颗定心
丸，让主张合法权益的依据更加
明晰，维权底气更足。

徒法不足以自行，维护劳动
者权益、将相关法律法规落到实
处，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劳动
监察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源头

上对用工单位加以规制，探索事
前主动介入的纠纷解决机制。用
工单位要加强对劳动者的普法教
育，引导其树立依法维权的意识
和观念。

用工单位要想做大做强，就
必须充分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将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度性要
求落到实处。 （子谕）

“未休年假赔3倍工资”是一堂普法教育课

本报讯（苏阳）8月14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为做好 2021年第 46届世
界技能大赛选拔集训工作，我
省即日起开展第 46届世界技能
大赛陕西省选拔赛报名工作。

选拔赛将于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举行。我省设 18 个赛点，
拟在世界技能大赛6大竞赛领域
中选择 42个竞赛项目开展选拔
训练。6大竞赛领域分别是运输

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
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
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
个人服务。

参加机电一体化、制造团
队挑战赛两个项目的选拔对象
出生日期要求在1996年1月1日
以后；参加其他项目的，出生
日期要求在 1999 年 1 月 1 日以
后。机电一体化、移动机器人
两个项目为团队比赛项目，每

队 2人；焊接等其他 40个项目
为个人比赛项目。每个单位每
个项目限报2人，团队项目每个
单位限报1个队。

获省级选拔赛各项目前两
名的选手，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核发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技师）证书；报名前已获得本职
业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证
书的非在校学生选手，核发国家
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证书。

第四十六届世界技能大赛
陕西省选拔赛即日起开始报名

本报讯（毛浓曦）榆林市的
产业扶贫，给贫困地区带来了深
刻改变。基于“资源变股权、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产业扶贫模式，作
为省级、国家试点在该市榆阳区
赵家峁村、榆阳区成功后，正在榆
林市全面推开。

佳县木头峪镇王宁山村村民
王志雄就是受益者之一。他一边
到村里的酒业合作社、酒厂打零
工，一边照顾着自己的枣园，整

天乐呵呵地忙进忙出。“今年遇
到了干旱，但我们种枣的地方怕
雨不怕旱，家家有水窖浇树，越
旱枣越好，今年肯定是个丰收
年。”他说。

以前，拥有三口之家的王志
雄，自种自吃、偶尔外出打工挣点
钱。因妻子有病、儿子无业，2014
年，他家被定为贫困户。

如今，产业扶贫改变了王志
雄的生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杜
军锋帮他算了一笔账：“去年 10

亩枣园流转，每年收入流转费
1000元；每家贫困户 5000元的产
业扶贫资金入股酒业合作社，分
红 600元；打零工每天 150元，年
工资收入 9900元；政府扶持一套
蒸酒器，用自产的红枣酿原浆酒
卖给合作社，纯收入 3000元；加
上儿子外出打工的 8920元，王志
雄全家纯收入 23420 元，实现了
脱贫。”

依靠四分之三的土地种植优
质有机红枣，红枣深度加工成枣
酒、醋等产品，酒糟养黑猪，有机
肥回施枣树，“吃干榨尽”的红枣
产业链让昔日贫困村王宁山村走
上了致富路。王志雄和该村其他
86户 231人昔日在档贫困人口，
不仅以两年人均纯收入 4707元、

7488元的连续成效整体脱贫，全
村人均纯收入达 10400 元，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发生了
根本改变：土地变成了可流通的
资产，资金变成了股金，生产的产
品是为了他用而不是自用，工资
性的收入成为主要生活来源而不
只是零用，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几乎全部靠买。他们的身份更像
工人、市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农民。

这种基于“资源变股权、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产业扶贫模式，已
在榆林市全面推开。该市累计投
入35亿元产业资金，发展了85万
亩苹果、270 万亩马铃薯良种繁
育、150万亩小杂粮、28万亩中药

材等系列扶贫产业，基本实现了
中长期产业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全覆盖。加上配套措施，全市 8
个贫困县 41.56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中，已有5个县摘帽、36.39万
人脱贫，贫困率降到1.74%。剩余
未脱贫的佳县、清涧、子洲 3 个

“硬骨头”县，产业扶贫也正在带
来变化。

事实上，更多非贫困农户早
就在农业产业化中先行一步了。
撂荒的土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农
场，外出打工者在回流，农副产品
深加工的厂房走进了偏辟的梁
峁，“土猪妹”“塬上妹子”等大学
生电商创业品牌活跃在黄土高
原，越来越多的“空壳村”正在变
成无形工厂。

榆林产业扶贫带来深刻改变

““空壳村空壳村””向无形工厂演变向无形工厂演变
农民变股民农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资金变股金

这是 8 月 14 日无人机拍摄的
朝霞下的黄河乾坤湾景色。

黄河乾坤湾位于陕西省延川
县与山西省永和县交界的晋陕大
峡谷内，黄河流经至此形成乾坤
湾、清水湾等多道景观。其中的乾
坤湾形似太极图，蔚为壮观。

近年来，当地政府充分整合、
利用乾坤湾的自然景观、人文历
史和民风民俗，吸引人们前往观
光度假。 陶明 摄

壮美乾坤湾

计划经济时期，铜川煤炭产量一度占到全省的70%，新中国成立70年来，累计为国家贡献了6亿多吨

煤炭、2亿多吨水泥，成为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令人向往的“铜城”。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体制机制、

城市基础、产业结构上的弊端逐渐显现。面对发展的内需、市场的倒逼，铜川走上了转型发展之路。2017

年召开的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给他们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

把铜川建成西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把铜川建成西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

本报讯 8月13日，省国防工会召开离退休支
部党员座谈会，征求老干部对国防工会工作的意
见建议。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省国防工会
主席吴志毅出席并讲话。

此次座谈会是继两次劳模座谈会后，省国防
工会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又一
重要活动，目的是进一步找差距寻短板，为增强主
题教育的实效性奠定基础。座谈会上老干部积极
出谋划策，提出加强对工作薄弱的企事业单位工
会的服务指导；进一步加强劳模服务团服务引领
作用；研究制定统一的工会经费收缴管理办法；组
织开展好有意义的老干部活动；制定不同行业的
劳动竞赛标准等意见建议。

吴志毅向老干部表示感谢，对意见建议逐条
进行解答，并提出详实解决思路。他指出，希望老
干支部能够持续加强建设，活跃组织生活，始终坚
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永葆先进性”，做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本报讯（记者 刘强）8月14日，西安市总工会
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劳模宣讲
报告会。

会上，4名党员劳模作专题报告，从不同角度
讲述了他们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事迹。据了解，为进一步
深化拓展做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充
分发挥党员劳模在大西安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
用，西安市总工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党员劳模
宣讲活动，邀请党员劳模代表深入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院校进行宣讲。

西安市总举办主题教育
党员劳模宣讲报告会

省国防工会召开
离退休支部党员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