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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区人大常委会议案办理聚焦脱贫攻坚
带动1.6万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我们的白灵
菇、白玉菇、蟹味菇一亮相农高会，就得到
客商关注。”11月5日，商洛市商州区人大常
委会委员、区特色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永
健说，在今年的杨凌农高会上，省农业厅指
定脱贫攻坚展馆展示了“商州元素”，推介
了食用菌产业新菇种。

据介绍，2018年，在商州区十八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16名区人大代表
联名提写的《关于大力发展食
用菌产业的议案》被确定为

“一号议案”，区人大常委会及
时作出《关于发展食用菌产业
助推脱贫攻坚的决议》。

“作为‘一号议案’，我们积极督查抓落
实。”商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锋说，“我们
采取农工委月月检查督办、每季度向常委
会汇报议案办理情况等举措，助力食用菌
产业发展。”

近两年，商州区政府和相关部门把食
用菌产业列为脱贫攻坚十项重点工作的首
位，出台了多项补贴政策，最大限度支持引

进龙头企业落地。
在润科食用菌生产项目基地采菇车

间，李庙乡双戏楼村贫困户李亚勤充分享
受到了扶贫产业带来的红利。她说：“我在
这里上班，每月收入2400元左右，极大缓解
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该基地投资方、商州区城投公司董事长
樊小平说，自去年10月投产以来，通过“领菌
还菇”“认贷认领”“劳务认领”等形式，带动
3528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据了解，目前，商州区已建成润科等 7
大食用菌产业示范基地，发展香菇、平菇、木
耳、白灵菇、真姬菇等9大类食用菌品种，共
8000多万袋（瓶）。培育食用菌生产企业（合

作社）63家，带动全区1.6万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户均增收在3000元以上。食用菌产业已
成为商州区脱贫攻坚主导产业之一。

“到 2020年，食用菌产业规模将达到 1
亿袋，预计净收入 1亿元以上。”赵永健说，
目前，商州区食用菌远销西安、成都、上海、
北京等大城市，有的产品还走出国门，销往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已成为群众增收、贫
困户脱贫的标志性产业。

王锋表示，下一步商州区人大及其常
委会将坚持“与党委同向、与政府同行、与
人民同心、与发展同步”的工作原则，聚焦
脱贫攻坚，依法做好监督工作，助力区政府
把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实、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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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 月 6
日，副省长徐大彤在上海参观第二
届进博会中国馆，巡视陕西“非遗”
和“中华老字号”展馆及部分在陕投
资企业展位，出席第二届进博会有关
活动，并赴相关企业考察。

徐大彤分别会见阿塞拜疆副总
理沙辛·穆斯塔法耶夫和瑞士亚洲商
会主席卢斯腾博格一行，并就加强交
流合作进行会谈。在白俄罗斯国家
馆开馆仪式致辞中，徐大彤指出，中
国与白俄罗斯是肝胆相照的好朋
友、真诚互信的好伙伴。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深入推进，陕西与白俄罗
斯在经贸、人文、教育等领域交流合
作日益密切，贸易规模快速增长。
他表示，陕西愿与白俄罗斯共同推动
务实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徐大彤还出席了中国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专场签约仪式，见证了杨凌
示范区与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投资合作项目签约，并赴沃尔沃汽
车亚太区总部和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考察调
研，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座谈交流。他希望两家企业
进一步优化在陕投资布局，扩大投资规模和领域，共
享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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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 日，由陕西
省财贸金融轻
工工会、陕西省
眼镜行业协会
主办的第四届
全国验光与配
镜职业技能大
赛西北赛区预
赛暨陕西省验
光与配镜职业
技能大赛在西
安举行。来自陕
西、甘肃、新疆、
宁夏、青海的13
家企业的 58 名
选手参赛。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据《工人日报》日前，全国总工会制定下发《关
于广泛深入持久开展“五小”活动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广泛深入持久开展“五小”活
动，注重岗位创新、解决一线问题、增强创新能力，扩
大覆盖面、提高参与度，使活动落实到基层、深入到
一线，并长期坚持下去、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组织
动员广大职工建功新时代。

“五小”活动即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
小建议，是工会的一项传统工作。《指导意见》明确了
开展“五小”活动的总体要求。特别强调，“五小”活
动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尊重职工首创精神；坚持以
需求为导向，围绕生产经营的重点和难点，紧密结合
岗位实际开展活动；坚持在继承中创新，不断丰富和
完善内容、方式、载体；坚持共建共享，在促进企业发

展的同时让职工受益。
《指导意见》从大力增强职工岗位创新能力、立

足岗位开展“五小”活动、进一步扩大“五小”活动覆
盖面、促进“五小”活动成果的推广和转化、加强“五
小”活动的组织领导等方面作出了安排。值得关注
的是，这项活动将从国有企业向非公企业、机关事业
单位扩展，从生产领域向管理、服务等领域延伸。

《指导意见》强调，要把合理化建议作为“五小”
活动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既提高广泛性、参与率，
又提高合理化建议的质量，促进合理化建议的采纳
和实施。同时，完善“五小”活动体系，创新活动方式
方法。特别是按照建设“智慧工会”的要求，运用“互
联网+”、移动客户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手段
组织开展活动，促进活动在策划动员、组织实施、考
核评选等各个环节的智能化，增强活动的先进性、便
利性和趣味性。

为更好促成“五小”活动成果转化，《指导意见》
提出，要搭建职工创新成果交流、转化平台，建立职
工创新成果库，推动成果走出班组、走出企业、走向
社会。同时，重视职工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增强
职工知识产权意识，加大创新成果应用和孵化力度，
并加大奖励激励措施，推动企业合理制定“五小”成
果收益分配方案等，保护好职工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引导职工投身“五小”活动增强创新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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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就广泛深入持久开展“五小”活动制定指导意见

在第二十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我知
道，此刻的你正在新闻现场忙碌，抑或
是在奔赴一线的路上。在路上，是你最
美的姿态，也是这个职业的魅力之一。

这一年来，你的收获颇多。你走过
很多路，与很多人相遇，太阳每天都是新
的。你住到了村里的农家院，只为离采访
对象的生活近些、再近些；村里的河水，你
用手捧来就喝，老乡看着你，把你当成自家
人；你在最贫困的山区采访，被跳蚤咬得浑
身是包；你在前人流血不流泪的长征路上，
在不同的时代翻越相同的雪山和草地；地
震、台风、洪水，你总是与人群逆向而行；暗
夜里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地的山中，
你看到白色箭体上五星红旗被灯光映照得
更加鲜艳，感到无以言表的激动；你在南极
的科考船上焦急地寻找信号，努力从冰天
雪地的世界尽头传回报道；你在海拔四五
千米的铁路旁，紫着嘴唇采访同样忍受缺
氧环境的养路工人……

你坚信，只有离得足够近，才能感知得
足够真；只有怀着真心，才能收获真情；只
有站在时代前沿，才能走笔世象万千。

有人说，记者是时代的哨兵。时代的
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一些人选择离开，而你
坚持留下。你是我们的眼睛，让人透过层
层云雾，像剥洋葱一样看得更清楚；你是我
们的耳朵，让人把每个角落的声音听得更
真切。人的生活半径有限，你带着我们跨
越千山万水，穿过时间和空间，触摸时代的
脉搏，倾听人民的声音，感知新闻事件的锐
度深度和温度。你是时代的记录者，是我
们身边的挖宝人。

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前行者的精神
一直激励着后来人。努力做党的政策主张

的传播者，高举旗帜，引领前进的方向；深
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回答问题，力求客观反映事物全
貌；努力传播正能量，让越来越多平凡人身
上的闪光点，成为照亮中国前行的温暖灯
火；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心与心的距离
更近、理解更深。

在这变化的世界，你一直努力寻找变
化，自己也在变化。全媒体时代，新鲜事物
层出不穷。你像孩子一样纵情奔跑、追求
新知，勤于学习、努力转型，争做融合报道
的多面手。VR、AI、VLOG，你用十八般武
艺拥抱时代，描绘梦想。

时光如流水淙淙，一些东西却如河中
的卵石，历久弥新，笃定而坚强。变化之

间，内心深处，你依然是那个曾经的
你——努力擦亮眼睛、道出是非曲
直，在时代的大海中寻找最美最晶莹
的浪花。

一位哲人曾说，世界上有两件东
西震撼人心：一个是头上灿烂的星空，一个
是心中崇高的道德。作为记者，你熬过无
数的夜，看过无数地方的星空，草原的、山
村的、海上的，甚至是露天矿坑的星空；你
见过很多人，了解和讲述过很多关于人心
的故事。历史上，有很多前辈在战火硝烟
中殉职；今天，依然有新闻记者牺牲在采访
途中，他们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时光荏苒，
这份职业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着无数后
来者努力与更多人、更远的星空相遇，一直
保持着在路上的姿态与荣光。

在变化的世界，致敬不变的你
·于文静·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6日称，已于近日
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与上一版相比，鼓
励类新增“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服
务业”“人工智能”“养老与托育服
务”“家政”等 4个行业。新版目录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负责
人介绍说，目录 2019 年本共涉及
行业 48个，条目 1477条，其中鼓励
类 821 条、限制类 215 条、淘汰类
441条。与上一版相比，限制类删
除“消防”行业，淘汰类新增“采
矿”行业的相关条目；从条目数量
看，总条目增加 69 条，其中鼓励
类增加 60条、限制类减少 8条、淘

汰类增加 17 条；从修订面看，共
修订 822条，修订面超过 50%。

据介绍，本次修订重点是：一
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录
2019 年本制造业相关条目共 900
多条，占总条目数的 60%以上。
二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重
点是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现代
服务业效率和品质，推动公共服
务领域补短板，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促进汽车、家电、消费电子
产品等更新消费，积极培育消费
新增长点。三是大力破除无效供
给，适度提高限制和淘汰标准。
四是提升科学性、规范化水平。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鼓 励 类 新 增 人 工 智 能 等 四 行 业

本报讯 11月 4日，西安市总工会召开系统干部
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西安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薛振虎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的重要意义；要认真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把贯彻落实大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各
单位、各部门要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和
研讨；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做
好当前各项工作。

西安市总工会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李亚利）近日，渭南市总工会印发《关
于加强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积极构建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方案》要求，各级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站点要建
立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多元化平台，设置心理健康服
务场所，配备心理健康辅导人员，做好职工心理健康
的科普、筛查工作。到 2019年底，30%的机关、企事
业单位工会能为职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方案》明确，每年至少开展4次心理健康知识专
题讲座或团体心理治疗，引导广大职工提高心理健
康意识。对处于特定时期、特定岗位、经历突发事件
的干部职工及时提供心理疏导和咨询服务。

渭南市总工会印发《方案》
构建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