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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
10月17日，省扶贫办、省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
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据介
绍，今年 29个县退出、56.5万贫困
人口脱贫是必须完成的底线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贫困人
口由 2011年底的 592万人减少到
2018年底的77.5万人，贫困发生率
由21.40%下降到3.18%。

2019年是我省脱贫攻坚决战
之年，全省计划剩余的 29个县全
部退出、56.5万贫困人口脱贫。今
年以来，我省集中力量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三

比一提升”行动，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新进展和新成效。

结合贫困村贫困户需求，全省
共选派驻村工作队员3.38万名，其
中第一书记 9328名，从省直单位
选派 70多名优秀处级干部到村任
第一书记。举办领导干部、一线
帮扶力量等培训 38 期、4429 人
次。将脱贫攻坚在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中的权重由 5 分提高到 20
分，并实行“一票否决”。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力度加
大。2016年以来，中央 37个部委
单位对我省 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进行全覆盖帮扶，先后

派出挂职干部 428名，直接投入帮
扶资金 8.79亿元，引进资金 34.99
亿元，实施扶贫项目 1545个，带动
贫困人口 41.5万人。

持续推进国企合力团、校地
结对“双百工程”、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等帮扶体系。99家省属国企
和驻陕央企组成 9个“合力团”，实
施项目 129个；103所高校结对帮
扶 96 个涉贫县，全省 111 家三级
医院结对帮扶 101家贫困县医院，
共新建临床专科 248个；动员 7587
家民营企业帮扶 8310个贫困村，
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43.97 亿元，
98.3万贫困群众受益。

29个县退出、56.5万贫困人口脱贫
陕西2019年脱贫攻坚底线任务——

铜川有了服务职工的“超级综合体”

10 月 9 日傍晚，雨后铜川新区的街
道略显冷清。但位于长虹北路的铜川市
职工文化中心却异常热闹——室外，在
动感的音乐声中，群众的广场舞跳得正
嗨；室内，市金融系统举行的大型合唱比
赛正在彩排……当日，心情愉悦的还有
市总工会的干部职工，因为他们有了新
的办公场所。

新时代，新地标。总投资 1.876亿元，
占地 34亩，建筑面积达 21872平方米的铜
川市职工文化中心正刷新着广大职工群众
对“工人文化宫”的认知，更激发了全市广
大工会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

从“命运多舛”到“凤凰涅槃”

铜川因煤而兴，也因此
诞生了铜川市工人文化宫的
前身——铜川矿区工人文化
宫。半个世纪以来，是铜川政

府、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会、庆典、活动
的重要场所。

然而这所“职工乐园”却“命运多
舛”——因火而毁、二次重建，火极一时、无
人问津。

“随着时代变迁，房屋老旧、设施老化
的工人文化宫走向了衰落，直至关门。”回
忆往昔，铜川市职工文化中心主任房涛
感慨地说，“这也成为了我们心中挥之不
去的伤痛。”

新时代，新机遇。面对群团改革、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契机，铜川
市工人文化宫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化建

设项目。
建设期间，项目牵动了广大职工和工

会干部的心，更得到了省总工会原主席
白阿莹，铜川市委原书记郭大为，铜川市
委书记杨长亚等领导的重视。从项目立
项到开工建设，工程建设得到了各方鼎
力支持。

经过近600名劳动者历时两年的建设，
2019年 4月 30日，铜川市首届五一劳动奖
表彰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至此，一座设施一流、功能更多、面积更
大、环境更美的工人文化宫实现了“重生”。

专程前来参观的铜川矿务局李家塔
矿退休职工乔元激动地说：“这才是新时
代的工人文化宫，这才跟得上服务职工的
步伐。”

经过铜川市总工会努力，职工文化中
心运行经费被列入财政预算，这大大增强
了工会人干事创业的热情。

从“冷冷清清”到“职工乐园”

如何让工人文化宫回归初心，发挥更
大作用？铜川工会人拓思路、想办法、出新
招，让“职工乐园”名副其实。

各级文化、体育类协会缺经费、没有固
定办公场所、没有强大组织优势，但他们有
专业的技能。而市总工会恰恰相反，在开
展各类文体活动中缺乏专业人员。

基于此房涛提议：“何不互利互惠，让
协会来提升职工文化团体和职工的专业水
平，并吸引更多组织来中心开展活动。”

“我们提供办公场所，邀请市级各类文
化、体育类专业协会进驻，整合优势、借力
打力，培训更多职工文体人才和建强更多
职工文体组织，让中心成为铜川职工名副
其实的大学校和乐园，让中心真正用起来、
转起来、热闹起来。”铜川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付护省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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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 600 名劳动者历时两年的建设，铜川市职工文化中心在新时代实现了“重生”，成

为集职工服务、教育培训、文化活动、体育健身等于一体的“职工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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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工会人讲“难忘的挂职故事”
10月 9日，在西安市中医院报告厅，一

场特殊的故事分享会正在举行。
讲故事的人，是西安市总工会派往基

层工会挂职的工会干部，讲的是他们挂职
中发生的真人真事。听故事的人，是各级
工会干部、企业职工等。

原来，今年 1月-9月，西安市委组织
部、市委统战部、市总工会、市工商联在全
市工会系统联合选派 100名工会干部，到
100家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挂职，助
其加强工会建设，面对面解决职工的热点
难点问题，服务职工到“神经末梢”。同时，
锻炼干部队伍。

分享会由西安市总举办，以“我与祖国
共奋进”为主题，请挂职干部讲述在基层的
难忘故事，与听众分享成长经历和感悟。

分享会在14名挂职工会干部的诗朗诵

《使命与担当之歌》之后展开。“与企业的发
展血脉相连；在机台旁，在工厂里，挂职干
部的身影点亮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这
首原创诗歌道出了百名挂职干部的心声。

市总机关干部周丹青在西安市天佑儿
童医院挂职，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棵草去》为题，讲述了他的挂职故事。“我接
触到十几名‘临聘人员’，他们与单位形成
了事实劳动关系，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这不仅侵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影
响到企业的稳定发展。”

他向医院领导指出这一问题：“单位虽
然一时节约了成本，但损害了职工的合法
权益，最终将得不偿失，对双方都不利。”经
过一番努力，医院与这些职工签订了用工
合同并报有关部门备案。职工们高兴地
说，“娘家人”为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是他

们的坚强靠山。
吕瑞娟是西安航空基地管委会机关工

会主席，被选派到亚士创能科技公司挂
职。她的挂职故事是该公司工会主席吴智
慧讲述的。“记得6月的一天，吕姐看到生产
车间的1名职工未戴口罩，立即上前询问情
况。原来，公司劳保用品是按季发放，有的
职工因计划不周到最后几周便无口罩可戴
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吕姐马上向总经
理建议，将劳保用品改为按月发放，使问题
得到顺利解决。”

“快到秋季开学时，公司高薪聘请的
两名高级技工，因孩子户口不在公司所
在地无法入学，打算辞职回原籍，总经理
为此着急上火，请我找吕姐求助。”吴智
慧说，吕瑞娟得知后，立即多方协调，解
了公司燃眉之急。 （下转第三版）

百名工会干部到百家单位挂职 9 个月，期间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西安

市总工会举办故事会，请挂职干部代表走上台娓娓道来——

10月17日，201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在西安
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和渭南蒲城内府机场拉开帷幕。

10月17日至21日，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将举行
航空设备器材展、模拟飞行体验等活动。内府机场将举
行开飞仪式、飞行表演等活动。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
10月16日，省住建厅、省人社厅联
合组织召开全省住建领域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电视电话会，
通报国务院对我省农民工工资
支付工作考核有关情况。

会议强调，各级住建行政主
管部门要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
任，坚决遏制房屋建筑和市政工
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
发态势。建设单位是工程建设
的首要责任人，必须按规定缴纳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建立工程款
专用账户，并按时支付工程款。
总承包单位要担负起不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主体责任，不得
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
拖欠农民工工资。

会议要求，各级住建行政
主管部门要扎实做好当前正在
开展的全省建筑市场秩序专项
整治工作。要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加大处罚和失信曝光力度，
以更坚决的态度、更管用的举
措、更扎实的作风，全力做好根
治欠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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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院刚）10月 17
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
介绍第 26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
博览会和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合作系列活
动筹备情况。

据介绍，本届农高会将于 10 月 22 日
至 26日举行，围绕打造农高会升级版，紧
跟新时代农业发展新趋势，提出了“新农
业 新农村 新农民”主题，突出上合组织元
素，安排了主旨活动、重点活动、专题活
动、展览展示、项目招商与技术交易、信息

发布与评奖选优等 6大方面的内容。
科技成果“高”“新”特色更加鲜明。

本届农高会高新技术企业明显增多，中化
集团、先正达、京东、华为、新希望、腾讯、极
飞、优必选等企业参展参会，展示农业物联
网、云计算、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高精

尖”技术。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将在会
期推出一批高科技成果。经初步统计，今
年农高会将展示农作物新品种110多项、设
施农业新技术 85项、新型农机装备 50多
种、农资新产品 210多种，发布涉农专利信
息700多项，为“三农”服务特色更加突出。

据不完全统计，25年来，杨凌农高会
已累计吸引了来自全国 30多个省、市、自
治区，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
涉农企业和科教单位参展参会，展示项
目及产品超过 17 万项，总交易额超过
9500 亿元，近年来每年参展参会人数均
超过 150 万人次。农高会先后获得中国
驰名商标、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和
全国 5A级农业综合展会认定，品牌价值
达 871.19亿元，被誉为中国农业领域的奥
林匹克盛会。

第26届杨凌农高会10月22日至26日举行

科技成果“高”“新”特色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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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省住建厅、省人社厅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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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省总工会驻村工作队联合吴起县吴
仓堡镇党畔村党支部举行扶贫主题活动，总结一年来
建档立卡户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典型经验，并向56
户建档立卡户每户免费赠送良种猪崽一头。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记者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17日召开的第七
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依法正
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旗帜鲜明鼓励公
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最高法提出，各级法院要深刻认
识刑法的社会功能，立足形势发展变
化，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电信诈骗、
危害公共安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犯
罪依法予以严惩。同时，要正确把握
刑法的功能，保持应有的谦抑性，根
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完善司法政策，
准确适用法律。

“刑事案件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人们的行为尺度，刑事审判的标准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道德水准。”最
高法明确提出，要重视公正裁判的引领
作用。随着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刑
事审判在厘清行为规则、树立道德规范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些
具有标杆意义的案件上，决不能搞“和
稀泥”，让群众产生司法不公的疑虑，在
道德标准上出现模糊。

最高法表示，必须发挥好司法的教
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对舆论进行
引导，明确情感、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界
限，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
鼓励，让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受
到惩戒。必须依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
制度，旗帜鲜明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
为作斗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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