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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近
年来，全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管理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制
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生产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有效预
防，历史遗留问题逐步消减。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卢
勇在发布会上介绍，对生产矿
山的地质环境问题，我省按照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
惩”的三严方针，建立诚信体
系。从源头上，我省对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进行管控，提高
准入门槛；严格矿业权审批，
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此外，我
省坚决落实矿山企业“边开
采，边治理”，推进生产企业落
实治理责任；对于不按《陕西
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
土地复垦基金实施办法》提取
使用基金、实施治理恢复与土
地复垦的，将其列入矿业权人
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直至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请
同级人民政府责令矿业企业
退出、关闭，将其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失
信联合惩戒。

对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
境问题，我省按照“政府主导、
规划引领、财政奖补”，建立诚
信体系；明确了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和治理的相关技术要求，
联合有关部门下发了省级层
面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规划，明
确了政府和企业的治理责任；
各市、县人民政府发布了本辖
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规划，进一步推动了保护与
治理的诚信体系建设。对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中表现突出、效果明显的市
县，我省采取“以奖代补”机
制，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激励导
向作用。

陕 西 生 产 矿 山 地 质
环境问题得到有效预防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1月
26日，记者从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
我省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突破口，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不断激发市
场活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保持
了平稳向好发展态势。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非公经
济增加值 9975.55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865.62 亿元，占 GDP 比重
达到 54.5%，比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非公经济对全省经

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51.2%，拉动增
长近 3 个百分点。截至 2019 年 9
月底，我省私营企业达 82.96 万
户，较上年同期增加 11.63 万户，
增长 16.3%。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大资
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设
立了 10亿元省级中小企业技术改
造专项奖励资金，出台了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组建了 50亿元的民
营企业纾困基金，落实了 10亿元
投资引导资金，制定了基金设立
方案。安排 3.63亿元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工业园
区、科技创新、“双创”基地建设，以
及对“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奖
励。进一步扩大全省政府性融资
担保体系实力，成员达到 25家，省
再担保公司加入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体系，获得授信50亿元。

据测算，今年全省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预计减轻企业负担 648
亿元。在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方面，截至 9月 30日，
全省偿还金额 183.05亿元，提前完
成今年一半以上的目标任务。

陕西持续加大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截至9月底私营企业达82.96万户

本报讯 11月 26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胡和平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52 人出席会议，符
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
静芝作的关于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情况
的报告。报告指出，高等教育法实施以
来，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法规，推
动了我省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针对
财政投入力度仍需加大、“放管服”改革
仍需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科研
创新制度还需完善等工作不足，建议要
充分发挥法律执行力、继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法制
体系建设等。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
宏贤作的关于中小企业促进法及我省实
施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报告指
出，全省上下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支持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
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着力推动“一法一办
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小企业发展工
作取得了积极成效。针对法律宣传贯彻
力度不够、融资难融资贵仍是集中突出
问题、平等待遇缺乏有效保障、服务支持
措施未有效落实、损害企业权益现象时
有发生等问题，建议要强化宣传贯彻、完
善配套法规，加大财税支持、健全融资机
制，持续推进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落实
法定责任、加强权益保护等。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

委员何少林作的关于宗教事务条例修订
草案修改稿审议结果的报告。根据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修订草案修改稿
作了进一步充实修改，对传教活动等予以
规范，已趋于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
审议，并建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贾治国作的关于预算审查监督条
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条例修改主要
集中在规范预算行为，明确预算审查监
督程序，增强预算审查监督实效，进一步
明确我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及
有关部门的职责等方面。法制委员会建
议提请本次常委会继续审议。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李肇娥作的关于延安革命旧址保

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根
据延安革命旧址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和
薄弱环节，条例围绕保护、管理、展示延
安革命旧址，挖掘、阐释、传播延安革命
旧址精神，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完善补
充。法制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继
续审议。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韩永安作的关于我省实施种子法
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修订草
案修改稿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相关部门的
职责，增加了建立种业发展专项资金，制
定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引导金融、保险机
构开展种子生产经营信贷、保险业务等
规定。法制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
继续审议。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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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工人在宝钛集团宽厚板材料公
司三米三热轧生产线上作业。

宝钛集团是我国最大的以钛及钛合金加
工为主的稀有金属生产科研基地，是宝鸡·中

国钛谷的龙头企业。2019 年，宝钛集团订货、
产量和利润均创历史最好水平，钛加工材产量
突破 1.9 万吨，同比增长 36%，2020 年将迈上 2
万吨台阶。 袁景智 摄

他是一名能攻关、善排故、会管理，掌握
产品总调、测试等高新技能的业务骨干；

他是中国兵器精密光电仪器装调岗位
上的排头兵。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兵器职业技能
大赛冠军、2019年“三秦工匠”……一项项荣
誉的获得，是对他数十年发扬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的最大认可。

他就是林琦，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装
备制造二部总体调试班班长。

从“大脑”到“眼睛”
1993年 7月，林琦进入公司装配车间从

事航控光电火控产品的总装、总调工作。“航
控光电火控产品被称为飞机火力控制系统
的大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林琦介绍说。

为此，他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熟知了
“大脑”的每一根血管、神经和构造。仅用
一年时间，就成为生产骨干。在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他不负
众望，勇夺第一，创造了企业在该项目领域
的最好成绩。

2014年，公司把他调到装备制造二部，
负责精确制导武器领域产品的总装、总调
工作。作为一名装配调试战线的老兵，他

服从命令，唱起了“新歌”。
林琦所从事的产品在精确制导武器领

域被称为导弹的“眼睛”，其精度决定了导弹
的准确度。而他则被职工亲切称为——为
导弹装上“眼睛”的技能大师。

解决难题的“定心丸”
参加工作 20余年来，林琦靠着专心、专

注、专业的“螺丝钉”精神，完成了一项项急
难险重任务。

2015年，在某型导引头交付中，总调测
试台低温串扰现象严重影响到产品向军方
交付。为此，他和同事一起分析、认真排查，
最终彻底排除了串扰问题，并节约资金60余
万元，获得军代表高度认可，一举解决困扰
企业多年的交付难题。

2016年，某型导引头的“ET电压超差问
题”，导致公司交付的产品在总装厂无法装
配，需要返厂处理。面对困难，林琦带领团队
成员进行技术攻关，彻底解决了该类问题，为
企业节约了100余万元的维修资金。

多年来，林琦的优异表现，让他在领
导和同事眼中，成为了保障生产、解决难
题的“定心丸”。

喜欢啃“硬骨头”
多年来，林琦善于钻研，喜欢啃工作

中的“硬骨头”，创新创效工作成绩斐然。
2009 年，将攻关成果编写成“平视显

示/武器瞄准系统计算机 I/O 的部分故障
快速定位法”，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创新
竞赛三等奖。

2016 年，在某型导引头生产过程中，
针对框架采集过程慢、精确度不高的现
状，设计制作了“某型产品框架角参数自
动采集系统”，大幅度提升了导引头的生
产效率。

多年来，林琦主导 QC、技术攻关、合
理化建议、质量创新、管理创新等工作 30
余项，共计节约 160余万元，在《弹箭与制
导学报》《兵工学报》等发表论文 5篇。

面对成绩和荣誉，林琦表示：“我要把
荣誉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把创新成
果作为工作的奖励。实现献身国防事业、
矢志光电报国的人生目标。”

通讯员 王蓓 本报记者 赵院刚

为导弹装上“眼睛”的技能大师
——记2019年“三秦工匠”荣誉获得者林琦

11月25日，省委、省政府决定，
授予何亚军等 20 名同志 2019 年

“三秦工匠”称号。
为充分展示“三秦工匠”在技

术革新、技术攻关和创新创造等
方面的生动事迹，激励全省广大
职工以“三秦工匠”为榜样，进一
步激发创新潜能和创造热情，练
就过硬的职业技能和本领。本报
从今日起开设《弘扬劳模精神 传
承工匠技艺 2019年“三秦工匠”
风采录》栏目，以飨读者。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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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稳增长 工会在行动

11 月 22 日至 24 日，2019 年陕汽控股金属
构造技能大赛举行，来自 18 个基层单位的 50
名职工参赛。据了解，此次大赛内容及流程完
全对标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钢结构
焊接职业技能竞赛。 武杰 摄

11月26日，由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陕西省总
工会主办，延安市总工会承办的“中国梦·劳动美”第六
届全国职工书画展在延安举行开幕仪式。全国总工会
宣教部副部长阳万雄，陕西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赵霞，中共延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春鸽，延安市
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黑树林出席。

据介绍，本次书画展共收到来自全国的书画作品
3376件，入选作品795件，入展作品185件，评选出优秀
作品20件。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第六届全国职工书画展在延安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日前，
记者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我
国又一项重点文化科技创新研究
成果出炉，由国家一级美术师、书
法文化工作者卫高潮先生担任负
责人，历经十年潜心研究的文化科
技创新项目《中国章草书数码字库
创建及其推广应用》，经项目验收
委员会专家严格评审判断，一致通
过评审验收并准予结项。

该研究成果将两千多年来历
史遗存的仅有 2000个单字的章草
书丰富到 6825个单字，使章草书
作为独立书体和完整字库，实现了
和Windows操作系统以及汉字激
光照排系统的对接，为中文计算机
字库增加了新的字体，填补了一项
空白。据了解，这是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国家首次为书法独立书体专
门立项。专家表示，该项目研究具
有“艺术之精神，科学之思想”，体
现了新时期书法故乡对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国书法文化的
重要贡献。在这一领域较好实现
了创造性转化和创建性发展。

章草作为一种书体，上承篆
隶，始创于西汉，字字独立，互不
相连，是隶书的快捷写法，至东汉
末年已臻于成熟，是东汉和魏晋
时期通行的一种重要书体。作为
草书之祖，章草又被称为中国书
法的活化石，它的出现，是中国汉
字形体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在以
实用为第一要务的中国文字发展
史上，章草一体虽行时不长，但其
艺光之珍却历世不坠。然而，文
献遗存的章草单字仅有 2000个，
要将其创建成为一个规范完整的
独立书体字库，学术难度、创建强
度非寻常可比。

据介绍，该项目研究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关于文化文艺工作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思想
要求，取材于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发展史中与章草
书体和章草书法文化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以王世
镗先生的《章草草诀歌》《稿诀集字》为法则，以西汉
以来历代章草书传帖、新时期出土的简帛以及散见
的章草书作品为基本资料，以偏旁部首和章草书的
规范符号为主要对象，以《章草大典》《章草字典》为
基本参照，按照国标GB2312字库的要求和“六书”的
造字规则以及书写的自然自由性逐一书写字模，然
后进行扫描、录入、矢量、质检、测试、转化等环节工
作，最后形成了章草书字库。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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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袁小锋）11月25
日，“2019中国幸福城市论坛”
在广州举办。西安、铜川入选

“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调查推选活动由新华社《瞭望
东方周刊》联合瞭望智库主
办，迄今已连续举办13年。本

届推选活动采集了100个地级
市和100个县级市（区）的城市
画像和人的行为数据，采集样
本数据超过 10万亿条。经过
组委会评审，成都、杭州、宁
波、西安、广州、长沙、温州、台
州、铜川、徐州荣获“2019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荣誉称号。

西安铜川入选“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月

25 日，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主
办，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等承办的全
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选手
系列巡讲活动在西北工业大学举
行。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副主席钱
磊、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永乐出席。

活动中，4名第四届全国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奖教
师进行了巡讲。来自省内 50 多
所高校的 500余名青年教师聆听
了巡讲。

张永乐在活动中指出，省总工
会历来高度重视教学竞赛工作，形
成了党委重视、行政支持、工会运
作、青年教师广泛参与的工作格

局，高校青教赛已成为省教科文卫
体工会的品牌工作。他要求，全省
高校青年教师要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加强学习、努力钻研、勇于创新，
不断提高教学技能和综合素质；各
级工会要关心、关注青年教师成
长，搭建平台、创造机会，支持青年
教师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

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选手来陕巡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