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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紧盯重点项目保进度稳增长

本报讯（程靖峰）10月14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
委获悉：按照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要求，全省上下把
稳增长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紧盯“重中之
重”项目建设，全面推动解决困难和问题，落实各项
建设条件，力促重大项目进度，推动经济稳步回升。

根据省委、省政府稳增长工作决策部署，我省抓
开工建设，引导各市（区）加快项目前期审批手续办
理，全力促开工、稳增长；抓协调推进，省发展改革委
全面梳理 600个省级重点项目，建立 98个问题项目
台账，细分任务，明确责任和时限，实行销号管理；抓
招商推介，开展定向和产业链招商，推动丝博会等签
约项目落地，召开民营企业项目对接座谈会，发布
《陕西省向民营企业推介项目册（第一批）》，向民营
企业推介项目 299个，总投资 3881亿元。

省发展改革委针对审批事项涉及多个部门的重
大项目，会同有关部门、单位深入项目一线调研，现
场办公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针对手续办理较慢的重
大项目，确定专人对接，加强衔接督导，力促问题加
快解决；针对社会融资困难的重大项目，邀请金融

机构上门服务，拿出差异化的融资解决方案。
1 月至 9 月，我省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3680.1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72.74%；9月当月完成投
资 462.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9.14%；8月和 9月连续
超额完成当月投资任务，建设进度明显加快。从行
业情况看，完成年度计划较快的依次是创新驱动发
展工程、区域协调发展工程和文化旅游发展工程项
目，依次完成年度任务的 82.03%、76.91%和 74.7%；完
成投资最多的依次是“三个经济”发展工程、产业转
型发展工程和区域协调发展工程项目，分别完成投
资 850.84 亿元、756.33 亿元和 687.04 亿元。从项目
情况看，我省加快实施西安地铁第三轮建设规划，
加快 19个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全力推进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三期等重大项目；推进新核准备案的总投资
229亿元的在建整车项目、陕北至关中 750千伏二通
道等项目建成投运，推进神华榆林煤炭综合利用等
项目加快建设；实现了 30个文化旅游项目列入国家
金融机构重点支持项目，力争十四运会场馆于年底
前主体完工。

■ 前9月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680.11亿元

■ 8月和9月连续超额完成当月投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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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张金水夫妇（左）、杨红山夫妇
（右）在婚姻登记现场合影留念。他们像年轻人
一样，十指紧紧扣在一起，羞涩中带有激动。

当日是国际盲人节，陕西省洛南县灵口敬
老院两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在当地民政局帮助
下喜结良缘。

这两对老人与院里其他57位老人一样，都
是各乡村的五保户。洛南县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对全县愿意到敬老院的369位五保户，实行

“特困集中供养”政策。
71岁的新郎张金水待人热心，每年被敬老

院评为“最美院民”。73岁的新娘郭当存10多年
前因病双目失明，4年前老伴因病离世后变得沉
默寡言。张金水老人总是默默陪在她身边，帮
助郭当存走出阴霾，重拾生活的信心。

灵口敬老院院长王育苗看出了二老的情投
意合，主动当月老牵起了红线。二老的恋情公
开后，院里72岁的杨红山牵着双目失明、同是院
民的除泥莲，找到院长王育苗：“我们也是一对，
院长也要为我们作媒。”院长王育苗高兴地答应
了他们的请求。

领证现场，敬老院为两对老人举行了仪
式。“从今往后，我会牵着你的手，作你永远的
眼睛。”张金水老人作为新郎代表，激动地对新
娘承诺。 陶明 摄

敬老院里结良缘
他成了她的“眼睛”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启动庆祝
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40周年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今年适逢地方
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10月16日，省人
大常委会组织省级新闻媒体赴延安市，开
展“40年·深情回眸再出发”主题采访活动，

正式拉开我省庆祝地方
人大常委会设立 40周年
系列活动序幕。

根据《陕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庆祝地方人大
常委会设立 40周年宣传
报道活动方案》要求，10

月 16日至 12月下旬，省人大常委会将组
织省级新闻媒体深入我省各市及部分县
镇，深入采访我省地方人大工作 40 年来
进行的有益探索、取得的实际成效、积累

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省人大常委会
还将组织开展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系
列新闻发布会，详细梳理 40 年来我省人
大工作和民主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深情回顾我省地
方人大工作 40年来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方面的生
动实践。此外，省人大常委会还将组织开
展“牢记使命勇担当·我与人大这些年”主
题采访活动，邀请往届省人大常委会老领
导和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代表、人

大工作者，畅谈履职成效，讲述高质量议
案、建议背后的故事，多角度展现地方人
大肩负重托、不辱使命的整体群像，生动
诠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为全
省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提供价值
引导和榜样力量，为庆祝地方人大常委
会设立 40 周年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不
断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自觉性坚定性、在新的起点上努力开创
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谱写新时代追赶
超越新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10月15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
院学生在学院酿酒区监测记录葡萄酒的发酵
情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成立于
1994年，是我国首所专门从事葡萄与葡萄酒

研究、推广，培养葡萄与葡萄酒生产、营销、科
研及管理专业人才的学院。经过多年发展，
目前学院现有葡萄学、葡萄酒学、葡萄酒工程
学、葡萄酒市场学等专业方向，培养出大量葡
萄与葡萄酒相关专业人才。 邵瑞 摄

近几天，各地发生了数起安全事故。
广西玉林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江苏无锡
货车超载导致桥面侧翻、小吃店燃气爆炸，
还有吉林白城正在装修施工的旧楼房坍
塌，事故均造成了一定伤亡。

前几天，应急管理部就提醒，10月份企
业节后复产复工、第四季度部分行业进入
生产旺季以及冬季气候条件对安全生产都
会产生影响，各种安全风险交织叠加，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面临较大压力——话音
未落，事故就真的来了。这不禁刺痛了人

们对安全问题的敏感神经，也引发了不少
焦虑和担忧。

据报道，应急管理部于“十一”前后对
各地开展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专项执法检
查中发现，一些企业提供给检查组的很
多工作材料是临时抱佛脚、东拼西凑的；
一些企业对政府相关工作部署“层层递
减”“变相打折”，在问题整改上“搞变
通”；一些企业“重效益、轻安全”的思想
没有彻底转变，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如
此“递减”“打折”“变通”，其潜在的后果，
想想都让人害怕。

在安全风险的防范上，真的不能有一
丝一毫的松懈，但凡想打个盹儿、眯一会
儿，“噩梦”可能就来了。

安全问题牵涉甚广，复杂而多变，既得

按下葫芦，又不能浮起瓢，每一个环节都得
严守；安全问题需要合力，再怎么检查、要
求、处罚，如果地方政府不积极、企业不配
合，也很难有效果，更何况有些企业根本就
是在跟监管部门对着干，把风险提醒当成
耳旁风，不见棺材不掉泪。

事出必有因。事故接连发生，不是运
气问题，而是平时的工作没有做到位，这儿
缺一点、那儿差一些，今天偷奸耍滑、明天
以次充好。不认真治超载，超载就会找上
门来；不认真去防火，火灾就会悄然逼近；
觉得小商户惹不出大事，就有可能惊动全
国——事故是瞬间发生的，但往往不是一
天酿成的，“海恩法则”多少人都耳熟能详
了。说白了，脚底下的泡还是自己一天天
磨出来的。

不知道应急管理部的上述执法检查是
否覆盖了近来事故发生的地方？如果这些
地方早听劝、早整改、早吸取教训、早守土
有责，就不会面对今天的窘境，更不必付出
这么沉重的生命和财产代价。

应急管理部查出的一些地方和企业在
防范安全风险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真的
都是老问题了。一些地方和企业如果总是
把事故隐患提醒当耳旁风，无动于衷，得过
且过，运气当然有用完的时候。

某种角度上说，安全是最大的民生，有
安全才有机会创造和享受美好生活。防范
化解安全风险，给百姓安全感、给职工安全
感，是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家企业必须时
刻绷紧的弦。真的希望，不要再有什么地
方因为安全事故而上热搜了。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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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把事故隐患提醒当耳旁风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记者 赵文君）记者 16日从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2018年
全国乳制品产量 2687万吨，10
年来增长近 50%，全国人均消
费乳品量为 34.3公斤。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6 日
开展“提升乳品质量 企业公
开承诺”活动，12家大型乳企
负责人分别向全社会作出郑
重承诺。中国乳制品工业协
会和 70余家参会乳品企业共
同发出“提升乳品质量 我们
共同行动”倡议。

据介绍，10 年来，我国乳
制品全链条监管制度体系基
本建立，涵盖原料把关、过程
控制、出厂检验、产品销售、追
溯体系等“从牧场到餐桌”全

过程。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
稳步提升，乳制品国家监督抽
检不合格率由 2014年的 1.6%，
下降到 2018年的 0.3%，降低了
1.3 个百分点。据统计，目前
我国乳制品企业共 762家，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 587家。

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实
施从配方研发、原料查验、生
产管控、出厂检验到销售的全
过程严格监管。生产企业对
主要原料、出厂产品全项目批
批检验，从 2016年起，市场监
管部门开展“月月抽检、月月
公布”。截至 2019 年 6 月，共
监督抽检 9305批次产品，实现
国内所有在产企业全覆盖、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 60多
个检验项目全覆盖。

我国乳制品产量10年增长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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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 广泛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教育活动，
选树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开办“工
匠学院”，实施农民工“求学圆梦
行动”，建设“职工书屋”，创建“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近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职工素
质建设工程十周年座谈会上，已
实施 10年的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取得的成效令人瞩目，充分发挥
了工会“大学校”的作用。

2009年，全国总工会成立了
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领导小
组，并于 2010年和 2015年先后制
定实施两个《全国职工素质建设
工程五年规划》，以此为牵引，这
项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民
心工程”大规模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工会
紧密结合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重大任务，突出加强了对
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全总和各
级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思想
政治工作的意见》，采取演讲比
赛、基层宣讲、送教上门、专题培
训、文艺演出、网上论坛等方式，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
业、进车间、进班组。

提升职工技术技能水平是职
工素质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据
介绍，各级工会以工会院校、职工
学校、技能实训基地、网上练兵等
为平台，加强职工技能培训，并通
过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动和技能
竞赛，组织地方工匠、技能带头人
选树培养活动，师徒结对等形式，
培养高技能人才。2014年至2018
年，有5.2亿人次参加基层企事业
工会开展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有
3463.8万人次参加基层以上工会
开展的技术培训。此外，全总命
名了 4600家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命名职工书
屋示范点1万多家，带动各级工会建设了10万余家职
工书屋，有效助推广大职工提素建功。

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全总联合教育部推广实
施了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通过提供优惠政策、资
助学费、实行学分累计等方式，鼓励帮助农民工提升
学历和技能。据不完全统计，这一行动已帮助近 100
万农民工提升学历层次。

据悉，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全总将实现职
工素质建设工程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尤其着力做
优做强“求学圆梦行动”“职工书屋”“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等品牌，推行项目化建设、社会化运作，
拓展“互联网+”职工教育平台等，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内容形式和活动载体。

本报讯（高洁）自10月15
日起，中央音乐学院联合教育
部体卫艺司、陕西省委宣传部、
中共延安市委市政府在延安共
同举办为期十天的“中央音乐
学院·延安10.15艺术节”。

据了解，本次艺术节将举
办 20余场精彩演出及多场专
家公开课、大师班等艺术实践
活动。值得关注的是，18日晚
将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桥儿
沟教堂外上演人工智能“中国
十二生肖”音乐会，通过音乐与
前沿科技结合，以声光电科技

手段，实现艺术与历史、音乐与
科技的跨界融合，展现中央音
乐学院在音乐人工智能方面的
积极探索。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表
示，本次艺术节旨在回望五年
来中央音乐学院及多所国内专
业院团在专业艺术教育和文艺
事业取得的最新成果，期待通
过本次艺术节集中展示一批近
五年来中国先进文化艺术的精
品力作，同时开展文艺创作和
教育成功经验的研讨，展望未
来中国文艺发展美好前景。

“中央音乐学院·延安10.15艺术节”举办

本报讯（刘枫）10月 16日，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在
西安会见了罗马尼亚众议院预算、财政
和银行委员会主席索林·拉泽尔一行。

郭大为回顾了中罗两国友好交往
史，并简要介绍了陕西省情和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工作。他说，中罗两国亲如
兄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愿加强与贵国
议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财政预
算监督方面的交流，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进步，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索
林·拉泽尔对陕西的热情接待表示感
谢，希望继续深化罗中友好合作。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水岐，有关
在陕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等参加
会见。

郭大为会见罗马尼亚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