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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11月28日，西安市总工会
“千名新产业工人（农民工）百名摄影师会心瞬间”
摄影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在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渭
河车辆段大修库举行。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薛振虎，西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
军、副主席冯增权出席。

据介绍，该活动历时 3个月。期间，西安市总
工会组织成立摄影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生产一线，

创作拍摄作品千余幅。经专家评审，2幅作品获一
等奖，4幅作品获二等奖，6幅作品获三等奖，47幅
作品获优秀奖。大会共展出摄影作品 160幅。

会上，与会领导将一幅幅装帧精美的摄影作品
赠送给被拍摄者。

来自中建和陕建的职工表示：“在全国干过许
多工程，这样特殊的礼物还是第一次收到，感谢工
会组织的关心和爱护。”

西安市总西安市总：：千余幅摄影作品赠送农民工千余幅摄影作品赠送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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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外
交部28日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发表声明，全
文如下：

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
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
人民坚决反对。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
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美
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疯狂
打砸烧、残害无辜市民、践踏法治、
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撑腰
打气，性质极其恶劣，用心十分险恶，
其根本目的是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
坏“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正告美方，香港是中国
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
预。这一所谓法案只会让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
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
质，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
城。美方的图谋注定失败。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
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奉劝美方
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
坚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
须由美方承担。

外交部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签署成法发表声明

本报讯（崔春华）记者 11月 27日从西安海关获
悉：即日起，我省居民可在网上预约出入境体检、预防
接种以及其他业务。

近年来，国人出境、外籍人员来华日益频繁，为出
入境人员进行体检和注射疫苗十分重要。个人预约可
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登录官网“陕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
中心www.sxithc.com”或咨询微信公众号“SNITHC”。

居民可在网上预约出入境体检

本报讯（记者 鲜康）11月28日，在第32个“世界
艾滋病日”到来之际，由陕西省总工会举办的陕西工会
2019年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骨干培训班在陕西工运
学院开班。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省
妇联副主席（兼）李秀华出席并讲话。

李秀华在讲话中指出，艾滋病防治是一项重大公
共卫生工作，全省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采取多形式做
好预防与宣传工作；要加强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
防治知识宣传；要发挥工会组织优势，广泛动员企业、
有关组织和志愿者参与防治工作，营造全社会共同抗
击艾滋病的良好氛围。

培训中，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
制所副主任医师董丽芳作了“世界艾滋病日”主题知识
讲座。心联盟西安分社专职讲师朱晨光以“快乐工作、
幸福生活”为题，讲解了防艾知识、心理健康等内容。

陕西工会2019年艾滋病防治
宣传工作骨干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王辉）11月 27日上午，陕西省总工会副
主席张剑一行，在中铁一局集团公司工会主席王力陪
同下，看望慰问了中铁一局厦门公司诺德逸都项目的
一线建设者。

张剑首先听取了项目概况及建设情况。在施工现
场，张剑看望慰问了一线员工并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
了解他们的住房和家庭状况。他强调，年终岁尾是安
全生产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加强现场施工安全管理，
全力做好社会维稳工作。

在中铁一局厦门公司，张剑详细查看了员工的办
公和生活环境，参观了员工活动室、心理咨询室等场
所。在职工书屋，张剑了解了图书数量、类型等书屋建
设情况，并翻阅了图书借阅登记表。他叮嘱工作人员，
要利用好职工书屋这个资源，把图书流动起来，不断提
高员工的综合素养。

王力表示，中铁一局厦门公司驻鹭13年来，取得了
显著成绩，这离不开陕西省总工会“娘家人”的关怀。
在今后的发展中，要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张剑到中铁一局厦门公司
看望慰问一线建设者

■商务部表示：外资零售企业加快在中国市场开店布局
■六部门印发《办法》：切实预防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
■全国各省级政务平台开通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
■新闻出版署：12月2日起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
■全国妇联表彰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发布维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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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1月
2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
报告（书面），以及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提请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在全体会议上，省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
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乔
军作了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这是陕西
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首次公开。

综合报告显示，2018年末，全

省地方国有企业 5010户，资产总
额4.28万亿元，负债总额2.85万亿
元，所有者权益 1.43万亿元，国有
资本及权益总额1.15万亿元，资产
负债率66.6%。

资产总额达9140.4亿元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依法

确认为国家所有，由行政事业单
位直接支配的各种经济资源，是
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保障政
权运转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
基础。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和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性国有
资产两大类。

乔军介绍说，截至 2018年底，
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9140.4 亿元，比上年增加 938.3 亿
元，增长 11.44%；负债总额 3191亿
元，比上年增加 83.7 亿元，增长
2.69%；净资产 5949.4亿元，比上年
增加854.6亿元，增长16.77%。

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方面，截至 2018年末，全
省公路19.6万公里，水库642座，城
市道路桥梁 9241.7 公里；供水厂
528个，城市污水处理厂 2651个；
保障性住房2708.9万平方米；全省
文物共257.6万件。（下转第二版）

陕西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首次公开
截至2018年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9140.4亿元

日前，陕西工会农民工技能提升微课
上线开播。农民工和工会干部们称赞：

“福利来啦！”
干活间隙，陕建创新港农民工梁金贵

点开手机上的微信公众号“陕西工会”，进
入“网上职工之家”的“技能培训”，只见一
个个短视频里，展示着大国工匠的“绝
活”、劳模先进的“特技”、“五小”创新成果
的灵感……

“我一直想学点技术，却不知道去哪
学，现在有了这个微课，闲了就能看，课程
不少，也很实用，关键是没有费用。”梁金
贵说。

杨龙程是陕建集团的农民工劳模，他
利用休息时间浏览了微课：“有趣、实用，
比如骨折时的急救，防范粉尘爆炸，安全
防护，都是我们农民工实实在在需要掌握

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是大实
事，大好事。”

原来，为提高农民工技
能培训的覆盖率、参与率和
效能，提升农民工在职业技

术、法律知识、文化素养、安全意识、生活
常识等多方面的技能，陕西省总创新方式
手段，将培训课堂搬到“线上”，在陕西工
会网上平台推出了“百堂农民工技能提升
微课”，引导广大农民工通过电脑、手机进
行视频微课学习，提高技能、增长知识、培
养意识，帮助他们更好更快融入城市。

陕西工会本次精心打造的“百堂农民
工技能微课”，一经推出，便以几大独特优
势受到农民工的普遍欢迎：一是授课老师

“多”。在微课里，除了技校的专业老师，
还邀请了劳模工匠、维权律师、工会干部、
一线工人……各类人群发挥各自所长，传
经验、讲方法、示技巧。二是课程内容

“广”。微课在传统技能讲授之外，增加
“我行我秀”“小创新大文章”“维权与帮
扶”“生活家事一点通”等多个板块内容。

三是学习模式“活”。微课不受场地、时
间、人员的限制，把“固定教室”拓展为“网
络课堂”，实现了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同
时，农民工还可以通过网上留言参与互
动，反馈学习心得，票选想学的课程等，让
培训课堂更贴合农民工的兴趣、需求。四
是组织方式“新”。省总工会发动全省各
级工会参与到农民工培训中来，鼓励基层
工会积极选送、推荐优秀农民工技能提升
课程，省总工会将通过网络点击量和观看
反馈评价等综合评选出优秀农民工技能
微课，并设立网络人气、技能推广、最佳主
角、实用技能、最具关怀等五大类奖项，获
奖微课将得到千元现金奖励。同时，为激
发农民工的学习热情，陕西省总拿出专项
资金推出“看课程赢话费”“学技能赠积
分”等，农民工只要观看完一堂 5分钟的微
课，就有机会参加手机话费抽奖。

据了解，陕西工会“百堂农民工技能
微课”，把“想讲”和“会讲”结合起来，把

“想听”和“爱听”融合起来，把“一人讲”和
“众人讲”融合起来，使技能提升课程又实

用又生动，又励志又有趣。在这里，既能
学到技校老师讲授的专业技能从而解锁
职业之路的技能“密码”，又能看到工匠
劳模“秀技能”“亮绝活”从而明晰未来职
场的奋斗路径；既能学到维权律师教的

“签订劳动合同注意事项”“确认劳动关
系的证据留存”等“高大上”的劳动法律
知识，又能看到一线技术工人自己讲“五
小”等“接地气”的成果展示分享；既能看
到“春运抢票指南”“境外务工常用英语
20 句”这样的“神助攻”，也能看到“户外
劳动者防暑降温常识”“工地受伤紧急包
扎操作示范”的“小贴士”，更有“我能申请
工会金秋助学吗？”“如何申请法律援助”
这样满满的“工会情”。

“工会组织针对群体和时代特点推
出的‘百堂农民工技能提升微课’，创新
了培训形式和内容，是职业技能培训的
有益补充和延伸扩展，更加灵活多样，
更加贴近农民工。”陕西省总常务副主
席张仲茜说。

《工人日报》记者 毛浓曦 通讯员 马京

陕西省总“百堂技能微课”给农民工送福利
搭载网上平台，融合“想讲”与“会讲”、“想听”与“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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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为更
好保护、管理和利用延安革命旧
址，传承发扬好延安精神，11月 26
日，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修订
草案修改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当天上午，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肇娥作了关
于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修订草
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据了解，在对修订草案进行
初审后，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员

在延安进行立法调研，邀请延安
市革命纪念地管理部门、文物部
门、部分人大代表、旧址周边群众
代表等参加座谈，并组织人员赴
基层立法联系点听取相关意见建
议，根据审议意见及调研情况提
出修改意见。

修订草案修改稿增加了充分
发挥革命旧址在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中的作用、加强革命旧址思想
内涵研究阐释等相关内容，明确

了各级政府的保护职责；对将延
安革命旧址纳入革命文物名录、
已核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
护措施、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依法申报与保护等内容作了进
一步细化；对延安革命旧址各类
保护规划的编制、公布和实施进
行了明确。此外，修订草案修改
稿还对革命旧址陈列展示中的有
关内容作了进一步明确，以确保
展示内容的准确、完整和规范。

我省修订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日前发布消息称，
在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
党政领导干部、国企管
理人员利用名贵特产、
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
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
共查处利用名贵特产、
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
2848个，处理4217人，通
报曝光典型问题856个。

在“茶道”里开辟生
财之道，借职务之便制茶
卖茶、低买高卖套取公款；
以陶瓷为敲门砖，攀附身
居要职的领导干部，编织
权力关系网；借“土特产”
幌子心安理得受贿，大
肆进行黑金交易……从
公开披露的一些腐败案
件来看，在一些腐败官
员眼中，名贵特产成了
权力变现的媒介。

作为一个地方的经
济明珠和特殊名片，名
贵特产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个
别地方领导干部、国企管理人
员以管辖范围内的名贵特产，
作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政

治攀附的工具，无论其
手法如何隐蔽，也难掩
其贪腐本质，不仅违反
党纪国法、败坏党风政
风，其腐败流毒更是对
社会风气的戕害。

名贵特产牵扯出的
腐败案件时有发生，究
其根源有二：其一是存
在侥幸心理，总以为有

“土特产”这块遮羞布，
仿佛给腐败行为穿上了
隐身衣、躲进了青纱帐，
其实是自欺欺人；二是
存在麻痹心理，把烟、
酒、茶、瓷等掩饰下的腐
败行为看得无足轻重，
以至于越过边线、触及
红线、丧失底线，步步失
范、滑向深渊。

反腐无禁区，肃贪
无盲区。我们既要扎紧
制度防腐的篱笆，对“装
睡的人”当头棒喝，更要
从日常点滴细节抓起，
坚决铲除“土特产”滋生
腐败的土壤。当前，“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正在开展，各地区
各部门当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筑牢党员领导干

部理想信念之基，彻底消除
“特产只是一般人情往来”的
模糊认识，拧紧廉洁从政的

“总开关”。 （辛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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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陕煤集团天元化工公司
2.2万吨/年精酚装置（11月27
日无人机摄）。

近年来，“能源之都”神木

市加快推进能化产业高端发
展，推动煤电向载能工业品转
化，实现煤炭资源“吃干榨尽”，
取得显著成效。 邵瑞 摄

神木神木：：能化产业高端发展能化产业高端发展

本报讯（苏怡 王睿）11
月 27日 10时 05分，由比利时
布鲁塞尔飞来的 3U8226 全
货机平稳降落在西安咸阳
国 际 机 场 ，4 个 小 时 后 ，
3U8227 全货机从西安飞往
印度德里。这标志着布鲁
塞尔-西安、西安-德里国际
全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至

此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全货运
航线累计开通25条。

据悉，这两条国际全货运
航线每周两班，后期将加密
为每周三班，预计年货邮吞
吐量达到 1.5 万吨。截至 11
月 25 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货邮吞吐量完成 33.23万吨，
同比增长 21.1%。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全货运航线累计开通25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