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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汪曼莉）11月 19日，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为推进
我省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加快我省
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省生态环境
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
等部门印发了《陕西省钢铁行业超
低排放改造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明确了推进我省实施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工作的总体要
求、实施步骤、重点任务、实施保
障，确保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任
务按时完成。

《方案》指出，按照“超低改造
一批、达标治理一批、淘汰落后一
批”要求，对全省纳入改造范围的
7 家钢铁企业有序实施超低排放
改造，到“十四五”末钢铁行业污
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削减，基本
实现以排污许可证为抓手的全过
程环境管理，有效提高钢铁行业
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环境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为打赢蓝天保卫
战提供有力支撑。

《方案》根据行业排放特征，
对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大
宗物料产品运输，分门别类提出
指标限值和管控措施，实现全流
程、全过程环境管理。烧结机机
头、球团焙烧烟气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
分别不高于 10毫克/立方米、35毫
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其他
主要污染源原则上分别不高于 10
毫克/立方米、50 毫克/立方米、
200毫克/立方米；物料储存、输送
及生产工艺过程采取密闭、封闭
等有效措施，实现无组织排放有
效管控；大宗物料和产品采用铁
路、水路、管道等清洁方式运输，
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 80%，并对监
测监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此外，《方案》还提出，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企
业加大税收、资金、价格、金融、环保等政策支持力
度。到 2022 年年底前，全省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
造取得明显进展，关中地区 4家钢铁企业完成改造
任务，陕南地区 3 家钢铁企业完成改造任务的
40%；到 2025 年年底前，全省纳入改造范围的钢铁
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20日电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 日
发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普查显示，2018 年末，全国共有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法人单位 2178.9 万个，比 2013 年
末增加 1093.2万个，增长 100.7%；
产业活动单位 2455.0 万个，增加
1151.5万个，增长 88.3%；个体经营
户 6295.9万个。

从业人员方面，2018年末，全
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38323.6万人，比 2013年

末增加 2721.3万人，增长 7.6%，其
中女性从业人员 14446.7万人，占
37.7%。从资产看，2018 年末，全
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资产 914.2万亿元。从负债看，全
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负债 624.0 万亿元。从营业收入
看，2018年，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 294.6
万亿元。

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
计局副局长鲜祖德当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目的是全
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解产
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
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
构成，摸清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
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
一步查实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
经济活动，全面准确反映改革发
展新进展，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
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科学准确的统计数据支持。

摸清家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月20日，陕
西省总工会下发《关于切实做好今冬明春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指出，目前安全生产进入事故
易发期、多发期，各级工会要有效防范和遏
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杜绝重、特大事故发
生，维护职工安全健康合法权益，确保“双
节”和“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通知》强调，要增强责任意识，自觉
提高做好职工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站
位。各级工会要时刻把职工群众安危放
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高度重视职
工安全工作，提高做好职工安全生产工作
的紧迫感、责任感。要超前研判可能出现
的各种安全风险，加大安全防范和职工安
全教育培训工作力度，做到领导重视、措

施具体、责任落实、工作有力、监督到位，
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通知》指出，要强化依法监督，组织
职工广泛开展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和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各级工会要切实履
行法律赋予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监督的重要职责，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
督检查组织网络作用，加大工会劳动保护
监督检查力度。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违章
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严重危害职工
生命安全与健康的隐患和行为等重大问
题，要依法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制止，及时
向政府有关部门和上级工会组织反映，提
出工会的处理意见。

《通知》强调，要加强宣传教育，积极
营造安全生产良好氛围。各级工会要结

合“12·4”法制宣传日、安全生产法宣传周
等活动，加大《安全生产法》《陕西省安全
生产条例》的宣贯力度，推动安全生产法
治观念深入人心。要结合“安康杯”竞赛
活动，组织职工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
活动，不断提高广大职工安全生产意识，
夯实安全生产群众基础。要组织职工学
习事故应急逃生自救知识，熟悉和掌握生
产生活现场逃生路线和技巧，开展事故应
急演练，增强职工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

《通知》指出，要积极配合参与，协助
政府和企业行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各级工会要积极参与、协助配合政府及有
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履行监
督职责，坚决制止“三赶”（赶工期、赶进
度、赶速度）和超能力、超负荷生产，抓好

节日期间开、停车（机）和开工、复工的监
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
督促企业（单位）制定整改清单，做到整改
措施、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
要高度重视学校、文化宫、俱乐部、电影
院、商贸市场、娱乐场所、宾馆饭店、职工
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督促相关
单位及时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修、组织
逃生演练。

《通知》要求，要及时报送信息，严格
落实值班报告制度。各级工会要及时、准
确、完整上报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坚决杜
绝迟报、漏报、谎报、瞒报事故等问题。要
加强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随时掌握安全
生产动态，遇有突发较大以上事故，必须
及时妥善处理并在第一时间向省总报告。

确保“双节”和“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陕西省总工会下发《关于切实做好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遇突发较大以上事故要及时妥善处理并第一时间向省总报告

本报讯（张翟西滨）11月 20日，咸阳市总工会“传承梦
桃精神 争做新时代最美奋斗者”学习座谈会在咸阳纺织集
团召开。咸阳市委副市级领导庞少波出席并讲话。

座谈会上，学习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桃小组的亲
切勉励精神，省委、省总和咸阳市委主要领导讲话精神。赵
梦桃小组现任组长何菲宣读《赵梦桃小组致习近平总书记的
一封信》。来自基层的8位工会主席谈了体会。

座谈中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桃小组的亲
切勉励，赋予了梦桃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广大职工特
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关心厚爱，也是对梦桃精神的肯定与弘
扬，我们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推动咸阳追赶超
越凝聚力量。

座谈会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亲
切勉励精神，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开展“传承梦桃精神、争
做新时代最美奋斗者”学习活动，把广大职工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精神上来；要传承好、发展
好梦桃精神，影响带动更多的人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
新、敢担当讲奉献；要在全社会努力营造关爱劳模工匠的浓
厚氛围，替职工操心、为劳模工匠服务，让工会组织成为职
工的“娘家人”。

咸阳市总工会召开“传承梦桃精神
争做新时代最美奋斗者”学习座谈会

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 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多年来，渭南市人大常委
会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对“三大攻坚战”、项目建
设、民生工程等重点工作开展监督，解决了一批事关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据了解，渭南市人大常委会连续 25年开展执法
检查、环保世纪行活动；连续 16年开展人大代表评议
工作；连续 10年组织人大代表旁听中级人民法院庭
审；连续 6年开展专题询问；连续 5年开展代表约见
工作；连续 3年开展见证执行活动。

在执法检查中，渭南市人大常委会不断改进方
式方法，促进工作有效开展。检查前，细化工作方
案，召开部署会议、培训会议，落实检查组成员责任，
提高执法检查的针对性；检查中，检查组成员详细了
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检查后，及时召开反馈
会，有效提高检查效果。在今年的水污染防治“一法
一条例”执法检查中，他们向“一府一委两院”和各县
（市、区）反馈问题 136条，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
督，促进了涉水法律贯彻落实。

在专题询问中，坚持询问前认真调研、精心确定
询问内容并严格保密，在专题询问会议上连续询问、
追问，确保问出成效。近年来，先后就环境保护、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等开展专题询问。

在代表约见中，每年确定 1-2个主题开展约见活
动。近年来，先后就城区冬季取暖、城市停车难、如厕
难、农村公交短缺等问题约见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促进了问题有效解决。

在搭建人大代表履职新平台中，他们先后推荐

200余名代表担任“征兵廉政”监督员、“政风行风”评
议员、“作风建设年”监督员、“脱贫攻坚”监督员，拓宽
了代表履职监督的渠道。渭南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
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薛启龙说，今年以来，他们组织代
表参加旁听、听证、座谈、意见征求会等相关社会活
动 200余场次，收到了较好社会效果。

在视察调研中，他们邀请有关专家参加，分层次
深入进行调研，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今年，渭南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马赟带队，采取市县联动的方式，持
续对水资源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调研情况汇报会，
为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奠定了基础。

在司法监督中，渭南市五届人大第八次常委会
全票通过了《加强司法监督工作的规定》，进一步规
范了司法监督，有效维护了司法公正。“《规定》的出
台受到省委、省人大的肯定。”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内
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张留文说，这有利于监督方
式更加规范、监督工作逐步深化。

近年来，渭南市人大常委会还围绕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将“渭南环保世纪行”更名为“华山环保世纪
行”，围绕中省环保督查、秦岭巡视等反馈问题扎实
开展监督，促进了秦岭北麓生态环境整治。

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创新作为增强监督实效
连续25年开展执法检查、环保世纪行活动

11 月 20 日，由西安市总工会主办的 2019 西安市
第七届职工乒乓球比赛举行，来自全市的 34 支代表
队参赛。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2015年，宝鸡市启动渭河“百里画廊”工程，建成了
渭水之央等一批水利风景区。如今，渭河沿线生态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 李世平 摄

目前目前，，西安西安330330千伏高新变电站正在加紧安装调试千伏高新变电站正在加紧安装调试，，将于将于1111月月
底投用底投用，，为西安顺利迎峰过冬提供供电保障为西安顺利迎峰过冬提供供电保障。。

本报讯（记者 刘强）11月20日，记者从国网陕
西电力公司召开的 2019年陕西电网迎峰过冬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迎峰过冬期间全省电力供需基本平
衡，预计最大负荷达2580万千瓦。

据介绍，根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走势，并结合

近年来负荷增长变化趋势，预计
今冬陕西电网最大负荷 2580万千
瓦，最大日用电量 5.25亿千瓦时，
分别较去年冬季增长 7.8% 和
6.1%。预计今冬省内最大发电能
力为 2820万千瓦，其中火电最大
发电能力 2710万千瓦，水电最大
发电能力110万千瓦。

据了解，目前省内“煤改电”用
户超过130万户，冬季保供、保热等
优质服务工作面临较大压力，加之
恶劣天气侵袭、外力破坏多发以及
部分区域骨干网架薄弱等因素影
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压力较大，
个别时段、局部地区将出现短时、

突发停电的风险。为此，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将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水库来水和电煤燃气供需动态，
加强电网运行控制，合理安排机组检修计划，强化
电网运维保障，超前做好各类雨雪冰冻灾害应急准
备，全力保障迎峰过冬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迎峰过冬期间全省电力供需基本平衡
预计最大负荷达258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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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经省空气质量预报中心与
省气象台 11月 20日 10时会商：11月 21日至 28日，关
中地区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差，将
出现一次中度至重度污染过程。

西安、咸阳、渭南等城市可能出现连续2-3天重度
污染。21日至 23日，关中地区处于高压后部，近地面

以高湿、静稳气象条件为主，空气质量以中度至重度
污染为主。24日白天，受冷空气影响，关中地区空气
质量可能改善至轻度至中度污染。24日夜间至28日，
关中地区转为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再度转差，空
气质量以中度至重度污染为主。29日开始，受冷空气
影响，大气扩散条件逐渐好转，空气质量逐渐改善。

关中地区将出现一次中度至重度污染过程

本报讯（武永刚）11月20
日，省总工会组织人事部基
层工作部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赴蓝田县葛牌苏维埃政府
纪念馆和汪锋故居纪念馆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委
书记赵霞以普通党员身份参
加活动。

在葛牌苏维埃政府纪念
馆，大家通过聆听讲解、参观
珍贵历史资料和实物，追忆中
国工农红军第 25军在陕的战

斗历程。在汪锋故居纪念馆，
大家追思缅怀了汪锋同志光
辉战斗的一生。参观后，大家
一致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共产
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时刻牢记党员身份，自觉
践行党的宗旨，永葆共产党
员先进本色；要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省总组织人事部基层工作部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坚定党员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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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昊）11月 18日至 20日，省总工会在陕
西省工人疗养院举办 2019年全省工会经济技术干部
培训班。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刘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全国总工会经济工作部副
部长闵迎秋应邀出席并为学员授课。省总工会秘书
长严天池、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主任侯建会、陕鼓
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建轩为学员授课。

各市、杨凌示范区总工会，各省级产业工会，省
总工会各单列单位工会分管经济技术工作的领导、
工会经济技术工作负责人及专干共 80 余人参加培
训。培训班既安排了理论授课、互动交流也安排了
实地考察、实践操作。学员们认真听讲、深入思考、
积极互动、踊跃发言，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学习，进一
步学习领会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了解
了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使命和责任，更
加明确了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选树方向，提高了服务
劳模和动态管理劳模信息的本领。

2019年全省工会经济技术干部培训班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