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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
公司西安东车辆段在新丰检修基地举办
2019 年度职工技术比武。来自管内的

151名职工，参加了11个工种、14个项目
的比赛。图为参赛选手进行转向架落成
项目比赛。 杜朝辉 摄

助力稳增长 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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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8日下午，陕西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多
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就我
省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展开专题询问。会
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
小燕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静
芝、郭大为，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水岐
出席。副省长方光华作表态发言。

今年 5月中旬，省人大常委会以全
国人大常委会来陕执法检查为契机，就
我省贯彻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及陕西省
实施办法情况开展了全省执法检查，并
开展了多次省内外专题调研，听取了政
府相关部门汇报，通过与企业座谈、调查
问卷、网络征集等形式，梳理筛选出了一
批亟待解决的涉及企业发展的问题，为
下一步我省实施办法的修订征集到不少
好的意见建议。

聚焦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中小企业促进法对融资促进工作进
行了规定。但一直以来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期限短、融资渠道单一等仍是困扰
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专题询问
现场，韩永安委员就这一制约中小企业
发展的“老难问题”向省金融监管局、人
民银行西安分行相关负责人发问。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李霄峻表
示，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将用好高技术产
业“领办行”制度以及民营、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三项机制”，推动金融机构
创新信贷产品，提升服务效率；不断推
进金融领域放管服改革，提升贸易、投
资便利化程度，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对
融资的支撑作用，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创造更加稳健
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苏虎超表
示，下一步将贯彻落实好中央金融调控政策，有效发挥政
府性融资担保作用，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促进“类金融
机构”规范发展，推进金融科技运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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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为会见日本金属产业工会代表团

郭大为会见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
本报讯（耿薇）11月 29 日，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在
西安会见了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法
兹勒·米亚一行。

郭大为对客人来陕访问表示欢迎，
简要介绍了陕西省情和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工作情况。他说，议会间的友好交往
是区域发展的推动力，陕西省人大常委

会愿与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加强沟通联
系，深化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彼此经验，
推动共同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法兹勒·米亚表示，愿为推动双方

在农业机械化等更多领域交流合作作
出努力。

有关在陕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
表参加会见。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1月
2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
会主席郭大为在西安会见日本金属
产业工会代表团。

郭大为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友好交流源远流长。陕西有 880万
工会会员，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实
现“陕西制造”到“陕西创造”辛勤工
作，一批又一批大国工匠、三秦工匠
默默奉献，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
富。陕西工会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
提高产业工人地位上，推出了一系
列提高产业工人待遇的重要举措。
在“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尊重创造”

方面，陕西工会要吸收各国所长，也
要借鉴日本好的经验。陕西省总工
会重视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产业
工会的交往，希望陕西省总工会与
日本金属产业工会、陕西产业工会
与日本产业工会以及双方产业工人
之间多交流、多合作，推动两国职工
交流、工会发展，让中日友好越走越
好、越走越亲。

日本金属产业工会代表团团长
野中孝泰感谢陕西省总工会的热情
接待，表示日本金属产业工会重视
与中国工会、陕西工会的交流，将把
传承中日友好当成己任，在共同应

对社会老龄化、智能化信息化产业
革命、尊重劳动和服务产业工人等
方面相互学习、密切合作。

日本金属产业工会由日本的汽
车、电机·电线、机械、钢铁·有色金
属、造船等行业的五个工会联合会
组成，成立于 1964 年，现有会员
200余万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起，先后与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
会、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建立了友好
交流关系，此次是第一次到陕西访
问交流。

省总工会副主席丁立虎、秘书
长严天池等参加会见。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国务院国资委进一步推动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

■生态环境部：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70个新药纳入医保目录 价格平均下降60.7％

■明年底前疫苗及国家集中采购药品将“一物一码”

■2019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我国自主原创的数字艺术显示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2023年前要将实验操作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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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西平遥、山东
济宁先后发生煤矿事故，造
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生
产安全警钟接连敲响。这
些事故提醒我们，临近岁
末，各地各部门尤其要严防
安全事故，严守安全生产红
线，以“万无一失”防止“一
失万无”。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
祉，历来是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的领域。今年以
来，虽然安全生产事故总
量、较大事故和重特大事
故起数继续呈现下降态
势，但恶性事故和风险隐
患仍然突出，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

岁末年初，是安全生产
事故多发高发期。从自然
因素来看，冬季气候相对寒
冷干燥，灾害天气多发，生
活取暖等易形成安全隐患；
从企业生产来说，一年将
尽，部分企业为了完成全年
生产进度，往往加班加点，
超量生产，容易出现人困马
乏现象；从监管层面来讲，
一些地方的安全生产监管
部门主体责任逐级衰减，监
管职责层层弱化，年末节点
增加了监管难度。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
任主体，必须依法履行安全生产
法定职责和义务，强化安全生产
意识，坚决摆脱抢进度、赶工期、
突击生产的状况，严格开展安全
生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自查

自纠。倘若心存侥幸，可能
会“自食恶果”。

作为安全生产监督执
法者，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形成监督执法合力，当前
要重点加强煤矿、非煤矿
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行
业领域安全监管，坚持“严”
字当头，“命”字在心，抓好
源头管控，扎实排查隐患，
重锤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

安全生产还要坚持标
本兼治、重在治本，构建长
效机制。要完善和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
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
全预防控制体系，层层压实
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抓出实
效；加快制定修订相关法律
法规，对导致重大事故的主
观故意违法行为加重处罚；
加强安全基础建设，推进安
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促进安全生产形
势实现根本好转。

安全生产无小事，事故
警钟应长鸣。值此岁末节
点，唯有时刻绷紧安全这根
弦，不断强化责任落实、筑
牢制度防线，才能防患于未
然，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魏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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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1 月 29 日，由省建设工会组
织的 2019 年全省建设系统劳务企业工会主席培训班开
班。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为学员授课。

张剑指出，培训班学员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 10 ·29重
要讲话及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劳务企业工会要诚心实
意为农民工服务，与农民工交朋友，充分发挥工会的桥梁
纽带作用，把广大农民工团结在党的周围，引领农民工听
党话、跟党走。

张剑强调，省建设工会要及时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思想
动态和需求，给他们以思想上的引导和生活上的关爱，这
是新时代工会工作的重要课题。要发挥好“1+X+100”活
动的作用，每名工会主席、工会干部要增强政治性，发挥
能动性，充分利用手机微信APP，点对点和农民工结对子、
交朋友，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要通过“1+X+100”活
动，建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学习教育平台及爱心疏导平台、企业发展平台、
贴心关爱平台，让农民工及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
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据悉，培训班为期一天半，培训内容包括工会理论、实
操、心理健康讲座等。

2019年全省建设系统劳务
企业工会主席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郑炜）11月27日至29日，省总工会
联系贫困县帮扶干部培训班在汉中市留坝县举
办。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霞出席并作动
员讲话。省总工会机关向 2019年度 29个拟脱贫
摘帽的贫困县压茬选派的帮扶干部和省总工会
机关驻村扶贫干部参加培训。

赵霞指出，脱贫攻坚已到了关键时期，剩下
的都是贫中之贫、难啃的硬骨头，本次培训班一

是要学习扶贫政策，二是要学习工作方法，三是
要学习基层扶贫干部的工作作风。参训的学员
要解决好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等问题，要不
断提升联系贫困县帮扶干部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水平，为工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打牢基础。

参训学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的重要论述精神等内容进行了认真交流，为下一
步开展帮扶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省总工会联系贫困县帮扶干部培训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