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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耿薇）11月 12日至
13日，第四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
作论坛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
席郭大为率团出席论坛。

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愿景共同
的责任”为主题，陕西等 16 个省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和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等 10个州的嘉宾及各界
代表 350 人参加论坛。与会代表

围绕“挑战与责任”“环境与治理”
“转型与升级”“教育与未来”等议
题展开深入讨论和积极交流。郭
大为就“转型与升级”作了专题发
言，重点介绍了陕西省情和在推进
转型升级中的做法和成果。他提
出，陕西正在大力发展枢纽经济、
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加快打造陆
空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
外开放新格局，愿意进一步加强

与美国各州的务实合作，共同构
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发展
之路，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论坛期间，我省外经贸综合
服务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与美国
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等企业代表进
行了交流洽谈。论坛结束后，郭
大为率省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负
责人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郭大为率团参加
第四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

习近平总书记对咸阳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赵梦桃小组的亲切勉励，在咸阳引起
热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大家继续
以赵梦桃同志为榜样，在工作上勇于创
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
美奋斗者，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咸阳市委书记岳亮 11月 12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
桃小组的亲切勉励，语重心长、充满感情，
既是对赵梦桃小组的高度赞誉，更是殷切
希望；既是对广大职工和劳动者的关心厚
爱，更是对‘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
实、抢困难、送方便’和‘不让一个伙伴掉
队’的梦桃精神的充分肯定，给了我们巨
大鼓舞和深刻教育，为咸阳在新时代追赶
超越增添了强大精神动力。下一步我们
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
作为当前全市上下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迅速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准确、深入、全面领会亲切勉励的内涵
要义，确保每一个党支部、每一名党员都
受到亲切勉励的激励、鼓舞和鞭策。同
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工作上勇于创
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牢记‘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以主人翁姿态不懈奋斗、艰
苦奋斗、团结奋斗。”

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范振华表示：“得知习近平总书记对

赵梦桃小组亲切勉励的消息后，我们全体
职工都无比激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
勉励，字字暖心、催人奋进，既是谆谆教
导，也是殷切期望，是对我们纺织工人的
亲切关怀，给予了我们极大鼓舞。我们将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中汲取养分、
激发干劲、凝聚力量，在打赢企业转型升
级攻坚战、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砥砺
奋进。”

全国道德模范、咸阳道北中学教师呼
秀珍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桃小组
的亲切勉励，让我感到无比喜悦和激动。
作为一名教师，我要学习梦桃精神，在工
作中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以创
新的思维、开阔的眼界和奉献的精神引领
学生追梦、圆梦。赵梦桃是一个时代的精
神坐标，梦桃精神将不断激励我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把一切奉献给我所热爱的
教育事业，努力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接班
人的时代重任。”

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赵梦
桃小组现任组长何菲在得知习近平总书记
给予她们亲切勉励后十分激动。她说：“总
书记的亲切勉励让我感到格外振奋，因为
这是对梦桃小组每一个组员最大的精神鼓
舞。总书记勉励我们，要以老组长赵梦桃
为榜样，在工作中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
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把梦桃

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作为新时代的纺织
青年、梦桃精神的传人，我们一定不负众
望，将梦桃精神继续传承好、发扬好，在平
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咸阳市总工会副主席任恒敏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充分体现了总

书记对赵梦桃小组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
望。作为工会干部，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继续弘扬传承
梦桃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努力营造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李艳 张丹 杨小玲 王梓萌）

把梦桃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勉励赵梦桃小组在咸阳引起热烈反响

渭南和韩城入选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本报讯（苏阳）11月 11日，记者从省

工信厅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日前公布了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名
单（第二批）。渭南市、韩城市入选国家级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此次渭南市和韩城市工业资源综合利
用基地建设项目的申报成功，实现了我省

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零的突
破。下一步，入选的基地有望在财政资
金、融资方式、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
建设等方面获得更多支持。同时，我省将
鼓励符合条件的基地重点项目，积极申报
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制造等中央财政和省
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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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记者从京东西北广汇分拣
中心获悉，11 月 11 日，该中心分拣货物达
40余万件。

据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双十

一”快递高峰期将从 11 月 11 日持续至 18
日，全国快递行业邮递件业务量将达28亿
件，210万名一线快递员平均每人每天要送
240余件快递。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赵梦桃小组现任组长何菲接受记者采访赵梦桃小组现任组长何菲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11 月 12 日，记者
从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获悉，2019 年中国技能
大赛——“高岭杯”第五届全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总
决赛已于近日落幕。总决赛中，我省选手取得了优
异成绩。

据了解，我省代表队共有 13名选手，均为今年 9
月在全国第五届陶瓷职业技能竞赛（陕西赛区）预赛
暨陕西省首届陶瓷职业技能大赛中，经专家评委评
选出的陶瓷行业技能精英。

我省有8名选手参加了陶瓷滚压成型、手工成型
（拉坯）两个工种的决赛，3名选手取得了优异成绩。
牛永楠荣获职工组陶瓷滚压成型“全国轻工技术能
手”称号，刘建利、连绍明荣获职工组陶瓷拉坯成
型“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称号。

在全国陶瓷雕塑、工艺品雕刻工职业技能大赛
总决赛中，我省 5名选手参赛。李文、李青松在雕塑
职工组决赛中荣获“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称号。

第五届全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陕西选手取得优异成绩

本报讯（杨开泰）11月 5日，商洛市总工会举行
“关爱环卫职工、助力四城联创”暨全市工会组织冬
季“送温暖”活动启动仪式。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李吉斌出席。

活动现场，商洛市总工会为945名环卫职工每人
赠送了保暖衣和体检卡，总价值45万元。据悉，活动
期间，商洛工会将筹资700万元，深入企业车间、项目
工地、劳模和困难职工家庭“送温暖”，覆盖职工和农
民工2万人。

商洛市总启动冬季“送温暖”活动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 11日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2019 年 1 至 9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
批捕影响非公经济发展案件 10377 人，同比上升
1.3%；起诉影响非公经济发展案件 14203 人，同比
上升 39.7%。

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
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严格依法办案，平等保护民企
合法权益。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检察机关严格
区分企业合法经营与借助企业经营掩盖有组织犯罪
的界限，坚决防止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大背
景下，各地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一风吹”。

据悉，1 至 9 月，检察机关起诉非法高利放贷
16422人，同比上升 344.1%；起诉欺行霸市 9987人，
同比上升 243.8%；起诉强揽工程 7255人，同比上升
283.5%；起诉插手民间纠纷 5797 人，同比上升
199.1%。

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最高检指导各地检察
机关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生
产发展，慎重适用限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措
施，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减少办案对民营
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

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方面，1至 9月，全国检察
机关对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民事、行政生效判决、
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 184件，同比上升 114%；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 335件，同比上升 289.5%。对民事、行
政审判活动监督提出检察建议 154 件，同比上升
46.7%。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提出检察建议 290件，
同比上升 30.6%。

今年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
影响非公经济发展案件14203人

本报讯（独萍 张率华）近期以来，全
省人社系统“一网通办”工作有序有力推
进，成效初步显现。截至目前，27项行政
类事项已全部完成与省政务服务网对接，
网上可办率达 100%。105项服务类事项中
78项已完成对接，网上可办率达 76.5%。

在 52 项高频事项中，48 项已出台全
省统一的业务经办规程并开发完成了全
省业务经办系统，具备实现全省通办的

基础；49项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7项
高频证照汇聚任务中，除 2项为国家人社
部系统，由人社部负责汇聚外，其余 5 项
均已完成汇聚，共汇聚各类信息 3105 余
万条。

目前，西安、宝鸡、铜川、延安、安康、
汉中等市已完成与省人社厅一体化平台
的对接工作，其余各市正在积极推进，力
争 11月底前全面实现通办。

省人社厅27项行政类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记者从省总工
会获悉，陕西省第五届职工科技节创新成
果展览会将于 11月 20日至 25日在西安曲
江国际会展中心A馆启幕。在闭幕式上，
将举行陕西省第五届职工科技节暨三秦
工匠总结表彰大会，命名表彰 20名 2019年

“三秦工匠”和获奖项目。
据了解，作为重点展示内容，职工创

新成果、职工绝技绝活绝招互动项目等将

集中亮相主展区。40 名“三秦工匠”、40
个省级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和十大创新创
业人物、企业、项目的事迹和图片将在公
共区域对外展示。在闭幕式上，将命名
表彰陕西省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陕西省十大职工创新创业企业、
陕西省十大职工创新创业项目等 8 个获
奖项目。颁奖过程中还将穿插 8 个职工
优秀技能创意节目。

陕西省第五届职工科技节创新成果展览会即将启幕
■命名表彰20名2019年“三秦工匠”
■一批创新成果和绝技绝活绝招互动项目集中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