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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9月 18日，省国防
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职工合唱汇演
在中国航发西航集团科技教育文化中心举
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
大为出席，并在演出结束时走上舞台与所有
参演职工一起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
国更加繁荣昌盛。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防
工会主席吴志毅，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
任李秀华，省委军民融合办和省文联负责同
志，省国防系统全国劳模、省部级劳模代表，
省国防科工办、省国防工会老同志，以及国防
企业职工观看汇演。

参加本次汇演的 15家单位代表了航空、
航天、兵器、航发、船舶、核工业、军工电子、通
信信息等 8 大行业，参演职工人数近 1500

人。省国防系统广大职工通过演唱《祖国颂》
《卢沟晓月》《到吴起镇》《我的祖国》等歌曲，
讴歌了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时代，
抒发了真挚的爱国情怀，唱响了“我们每个人
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是创造者”的陕
西国防最强音，激发起了国防职工的爱国热
情、强国之心、报国之志，不断把省国防系统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推向高潮。

据悉，省国防系统职工合唱汇演是省总
工会“三个百万”活动中百万职工大合唱的一
个组成部分。截至目前，省国防系统已开展
合唱比赛、展演等活动 70 余场，参演职工
40000余人，展现了广大职工在实现中国梦的
伟大历史进程中的时代风采，弘扬了主旋律，
激发了新斗志。

省国防系统举办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职工合唱汇演

郭大为出席

本报讯 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丝路，如
今正因来自陕西的建设者而焕发出新的光
彩。记者从“全国工会媒体丝路行”媒体
与企业对接会上获悉，自“一带一路”倡
议发出以来，陕西省建设工会坚决响应党
中央号召，团结动员广大产业工人发挥主
力军作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接会上，全国十余家工会媒体和中
省市媒体与 20余家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中省企业进行互动交流。工会媒体、
企业代表还分别发出了倡议书。

据了解，参会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足迹遍布亚非欧美等五大洲
的 40 余个国家，建设项目合同总额达
2500 亿元人民币，为助推陕西追赶超

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

在助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陕西省
建设工会积极组织职工参加主题劳动竞
赛。自去年以来已组织省内外 89个重点
工程项目举办主题劳动竞赛。目前，陕西
建工集团正在筹办全省BIM技术省级一
类大赛，还有5个单位正在举办30余个工
种的省级二类大赛。这种以赛促练促学的
方式，使竞赛水平不断提升、技术含量逐
年增加。同时，陕西省建设工会充分发挥
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系列活
动，从普通劳动者中培养选树了一大批先
进人物，带动更多职工共同奋斗。

对接会上，多家企业先后进行交流。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作为央企，长期投身国

家西北建设。他们以教育培训、技能比武、
素质提升为切入点，不断提升职工技能水
平和安全质量管理意识，并以劳模先进为
依托，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 13家，成立劳
模创新工作室联盟 1个，攻关课题 19项。
他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勇挑重担，用铁
军的拼搏精神书写丝路新辉煌，确保了一
项项艰难险重任务顺利完成。

中国水电三局积极践行倡议，2000
余名职工参建的 22 个项目遍布多个国
家，合同存量 240亿元。特别是在西非、
北非、中东和东南亚等地区树立了企业
品牌，成为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经营
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劳动报记者 裴龙翔 马思华 黄兴
原载9月13日上海《劳动报》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陕西建筑行业职工作用日益凸显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再缩减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0月20日至22日举行
■税务总局开展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
■未来20年中国航空运输机队规模将上万架
■当前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数量缺口高达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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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 18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近日
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
《决定》明确，在近年来大幅压
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基础上，
今年再取消内燃机、汽车制动液
等 13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备与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 2类
产品压减合并为 1类，对涉及安
全、健康、环保的产品，推动转
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认证费
用由财政负担。经调整，继续实
施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由 24类减
少至10类。

《决定》提出，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
任，强化信用监管和约束手段，对
以欺骗手段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
业，依法严肃处理。研究建立质

量追溯体系和奖励举报制度，对
恶意违法行为严惩重罚。企业要
切实承担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建
立健全产品质量验收、检验检测
和售后服务等制度，确保产品符
合相关标准要求。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抓紧做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管理目录调整工作，减证不
减责任，推动构建以标准引领、企
业履责、政府监管为基础的管理
体系，确保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继续实施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由24类减少至10类
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

————全国工会媒体丝路行全国工会媒体丝路行（（宝鸡站宝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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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省社保降费实施办法要求，自
2019年 1月 1日起，采用全口径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适当减轻部分参保
企业和参保人员的缴费负担。

2018年度我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为 62412元，月标准为 5201元。

按照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0%
核定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 3120.6元，
按 300%核定的缴费基数上限为 15603 元。
用人单位应在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据实申
报本单位职工的缴费基数，职工2018年度月
平均工资收入低于 3120.6元的，按 3120.6元
申报，月平均工资收入高于 15603元的，按

15603元申报。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9年度可在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62412 元的
50%至 300%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
可通过银行网点、电子银行或手机 APP
等方式缴费。 （孙文超）

定了！今年养老保险费这样缴
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缴费基数下限为3120.6元、上限为15603元

你知道钼长什么样吗？
在秦岭深处的“中国钼都”金堆镇，它存

在于工人们开采出来的灰黑色矿石里；在金
钼集团的实验室里，它是一种银白色的金
属，硬而坚韧；经过进一步加工，在你的手机
屏幕上，也有了它的身影……

作为一种稀有金属，钼及其合金在冶
金、化工、环保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用途广泛，
是国民经济中一种重要的原料和不可替代
的战略资源，一直备受世界关注。

渭南市华州区金堆镇，这里拥有亚洲最
大的钼业生产基地——金堆城钼业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金钼集团”）。记者近期在
这里采访看到，通过不断加大技改和环保
投入，这里的绿色矿山建设成效明显，生
态恢复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了较大
提升。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钼都”正
在不断加快研发步伐，加紧调整结构，寻求
新的突破。

一次偶然发现 造就了“中国钼都”

群山包围中，长约2160米、宽约1200米、
深约 160米的巨大采矿坑内，繁忙的挖掘机
在像层层梯田一样的工作面上作业，一辆辆
运输车在采矿坑内盘山道上奔忙，场面甚为
壮观……这是记者近期在渭南市华州区金
堆镇露天钼矿开采现场看到的景象。

华州区金堆镇，这里沟壑纵横，重峦叠
嶂。古时金堆镇又称金斗，因唐朝时当地向
官府日进“斗”金而得名。此后，因钼资源丰
富，这里被称为“中国钼都”。

金堆镇的钼产业发展大抵要从 64年前
说起。1955年，一批地质普查队队员翻越沟
沟岔岔，在大山深处偶然发现了漏头的矿
山，采集标本后，队员们发现，这就是钼矿。
此后，这里的矿山被作为国家重点项目于

“二五”计划之初开始开采。
1958年，位于金堆镇的钼矿开始进入试

生产阶段，仅3年之后，这里就建成了日处理
矿石 500吨的选矿试验厂。随着供水、供电
等设备和生活设施陆续建成，寂静的秦岭深
处，一时间热闹了起来。

1971年，这里的选矿厂规模已经扩大
为日选矿 5000吨，选矿产能也位于世界前
列。随着优质钼资源向全世界出口，这里
成为全球最大的钼资源供应商。到目前，
企业已为国家换取了超过 50 亿美元的外
汇，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帮助国家解
决了大量外汇需求。

为完善产业链布局，这里先后引进了
一大批用于采选冶、钼
化工和钼金属深加工的
先进设备，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完善的钼炉
料、化工产品、金属产
品等钼的后端加工产品

产业链。
此后，这里钼产业迅速发展：1983年，百

花岭选矿厂建成投产；1989年制出第一袋钼
酸铵；1991年焙烧出第一罐氧化钼；1994年
还原出第一舟钼粉……

“从 1980年钼精矿进入日本市场开始，
公司的钼炉料、钼化工、钼金属三大类产品
先后进入东南亚、欧洲、美洲、非洲的多个国
家和地区，市场份额不断增长。”

金钼集团董事长程方方介绍，2008年，
公司将整个钼产业板块打包，成立了金堆城
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成功上市，在上海A股
市场融资89亿元，募集资金规模超过此前陕
西全省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总和。

经过60余年的发展，目前金钼集团拥有
亚洲最大的露天钼矿山、钼选矿厂和冶炼
厂。在资源占有量上，金钼集团拥有钼资源
储量约 140 万吨，占全国的 18%，占全球的
8.8%，按当前生产规模还可开采 60年以上。
在产能上，金钼集团2018年钼产量位居全国
第一、全球第三，在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自
由港公司和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下转第二版）

“中国钼都”深度转型寻求新突破

9 月 18 日，安康水电厂
开启4个表孔泄洪（无人机拍
摄）。

连日来，受连续秋雨影
响，我省汉江流域雨洪叠加，
呈现峰高量大洪水。安康水
电厂坚守防汛一线，预泄腾
库，错峰调度，有效发挥安康
水库削峰、错峰、滞洪和防洪
减灾作用，平稳度过今年入
汛以来最大洪水。

陶明 摄

安康水电厂平稳度过安康水电厂平稳度过
入汛以来最大洪水入汛以来最大洪水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赵文君）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现在，快递触手
可及、无处不在。70年，中国快递从零到全球
第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2018年，平
均每天超过 1.5亿个快递包裹寄出，每 5个人
中就有 1人使用快递。2019年，预计快递支
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重将超过五分之一。

“家书抵万金”“纸短情长”，邮政，曾是人
们异地间交流感情最重要的方式。共和国的
同龄人、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原副局长邵钟林
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封平信从上海寄到
北京大约三四天、到新疆要小半个月。如今
大不一样了，快递、外卖、闪送等多元化服务，
速度以小时甚至分钟计算。”

70年，从邮递员喊“有你的信”到快递小
哥喊“有你的快递”，折射出百姓生活的巨大
变化。

从 1949 年到 1980 年，邮政函件增长约
5.5倍、包裹收寄增长约 25.8倍。在 20世纪

80年代初，一封平信 8分钱寄全国。每年春
节、中秋前都是寄递高峰，人们排队寄年货、
寄月饼。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企业需
要把商品货样、合同文书寄往全国各地。从
1980年到 1985年，商品包裹的比重从四成增
加到六成，包裹重量5年间增长1.46倍。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民营快递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2009年修改邮政法，从国家层
面确认了民营快递“合法身份”。中国快递服
务从无到有，目前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超过
95%，年平均服务用户数量超过1000亿人次。

热带水果、生猛海鲜、冷链食品、异域
商品……以前的稀罕物，如今借助快递走入
寻常百姓家。

“快递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也改变了人
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继衣食
住行后，第五大基本需求。”国家邮政局局长
马军胜说。

70年，中国快递从零到全球第一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叶昊鸣）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在 18日举行的国
新办发布会上说，我国安全生产形势近年来
持续稳定好转，生产安全事故连续 16年、较
大事故连续 14年、重大事故连续 8年实现起
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据孙华山介绍，我国应急管理事业改革
发展以来，确立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建立了安全生
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的责任体系，以及部门“三个必须”的监
管责任、企业“五个到位”的主体责任等制
度化的工作机制，持续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

域专项整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从历史
最高峰的 2002年死亡近 14万人，降至 2018
年的 3.4万人；重特大事故起数从 2001年最
多时一年140起下降到2018年的19起，2019
年前 8个月进一步下降到 9起；2019年前 8
个月我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9.8%和19.4%，较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分别
下降17.7%和30.8%。

除此之外，我国防灾减灾救灾也取得新
成效。孙华山说，2013年至 2018年全国平均
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直接经济
损失占GDP比重，较 2001年至 2012年平均
分别降低86%、84%、59%。

我国安全生产形势近年来持续稳定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