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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此前一路上扬的猪肉价格有所
回落。随着各项稳产保供政策持续发力，
生猪市场向好因素明显增多，养殖生产积
极性正进一步提高，年底前产能有望探底
回升。同时，其他农产品供给总体充裕，特
别是全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农产品价格
不存在大幅上涨的基础。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进入11月
份，猪肉批发价格连续3周环比下跌，跌幅
均在 4%以上，最大跌幅达 8.2%；瘦肉型白

条猪肉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周环比下跌，一
个月内每公斤下跌了10元。10月份，生猪
生产呈现恢复态势，全国生猪存栏下降幅
度明显收窄，能繁母猪存栏环比止降回升。

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
大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下，恢复生
猪生产各项措施正加快落实，生猪生产整
体上进入了止降回升的转折期。按照这一
趋势，年底前生猪产能有望探底回升，明年
有望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前期，受猪肉价格上涨拉动与消费替
代需求影响，牛肉、羊肉、鸡肉和鸭肉价格
不同程度上浮。但随着生猪产能逐步恢
复、多渠道增加肉类供给、妥善实施冻猪肉

储备投放等保供稳价工作开展，猪肉价格
“外溢效应”将会逐步消退。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也是农产品
价格稳定的压舱石。当前粮油价格稳定，
鲜果鲜菜价格下降。全年粮食丰收已成定
局，产量将连续第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
上，为保供给、稳物价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元旦春节临近，要防止包括猪肉
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一方面要继
续抓好生猪稳产保供，确保节日期间猪肉
等“菜篮子”产品供给，满足消费需求；另一
方面要加强信息发布、价格监测和市场监
管，严厉打击捏造散布虚假信息、囤积居奇
等违法行为，稳定市场运行。 （孙清清）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农产品价格稳定，没有炒作投机空间

本报讯（屈涛）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
决胜之年。为实现预期目标，近日，省财
政厅提前下达 2020年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2.93亿元，专项用于全省 319.2万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参加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补助和医疗费用救助。
省财政厅要求，各市（区）、县要按

照中省有关文件要求，认真落实健康扶
贫各项政策，配合相关部门，将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100%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范围，实
现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生常见病、
慢性病有地方看、看得起，得了大病、重
病后基本生活过得去，杜绝“因病致贫”
现象发生。

省财政提前下达2.93亿元 保障健康扶贫工作开展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熊丰 白阳）12
月 4日是我国第六个国家宪法日，中宣部、司法部和
全国普法办部署从 12月 1日至 7日在全国开展宪法
宣传周活动。国务院新闻办3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司
法部部长、全国普法办主任傅政华介绍了 2019年全
国宪法宣传周活动安排。

傅政华介绍，今年宪法宣传周以“弘扬宪法精
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
重点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宣传宪
法的地位、作用和主要内容，我国法治建设的辉煌成
就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据了解，今年“宪法宣传周”采用了主场活动加

分设主题日形式进行。从12月1日至7日，分别由不
同的中央国家机关牵头负责，安排了宪法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七个
主题日。12月 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
宣部、司法部将共同召开“国家宪法日”座谈会，通过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和媒体公益普法责任，
各地方、各部门媒体策划组织了鲜明特色、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将形成整体联动。

在主场活动和主题日活动之外，今年的宪法宣
传周还安排了其他重点活动，让宪法精神活起来、落
下来，走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比如，评选2019年
度法治人物，举办司法系统公众开放日活动，组织法
治动漫微视频优秀作品展播、颁奖活动，评选全国普
法依法治理十大创新案例，命名 17家第二批全国法
治宣传教育基地等。

此外，全国普法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在全国2300个车站、2500列高铁上投放宪法宣传片，
以及“我与宪法”优秀微视频作品。4日国家宪法日
当天，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还将向全国 10亿多
手机用户推送宪法宣传公益短信。

第六个国家宪法日：
让宪法精神活起来 走进群众日常生活

本报讯（记者 郝振宇）12月3日，由陕
西省企业家协会主办的“2019陕西百强企
业发布·第八届省优秀企业家表彰暨名
企进汉中活动”在汉中市隆重召开。陕
西省副省长赵刚出席并讲话，汉中市市
长方红卫、省企业家协会会长蔡少林分
别致辞。省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段克
明主持。省政府副秘书长兰建文、省总
工会副主席赵霞等领导参会，并为获奖
单位和个人颁奖。

会议发布了 2019陕西百强企业名单、
民营 50强企业名单及《2019陕西百强企业
分析报告》，表彰了第八届陕西省优秀企
业家（名单详见12月2日本报第四版）。

为推动我省大企业大集团进一步深
入发展，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根据
省政府领导批示，从 2012年开始，在省发
改委、工信厅、商务厅、国资委、统计局、地
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支持下，由省企业家
协会牵头，每年向社会发布“陕西企业 100
强排行榜单”，同时发布《陕西 100强企业
分析报告》。

在今年的“陕西企业 100强排行榜单”
中，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有
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然占据
2019陕西百强企业前三位。

为更好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和创
造力，今年省企业家协会还发布了“2019
陕西民营 50强企业”排序名单。东岭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位列民营企
业 50强前三位。

从省企业家协会推出的《分析报告》
来看，营业收入过千亿的企业新增西安迈
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等 2户企业，千亿级企业数量达
到历年最多。

报告显示，2019陕西百强企业规模持
续扩张，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具体表现为
资产总额 43102亿元，同比增长 10.51%；营
业收入总额突破 2 万亿元，达到 20703 亿
元，同比增长 10.81%，其中营业收入上千
亿的企业有 6户，过百亿的有 43户，比上
年增加了 11户，营业收入过百亿的企业数
量也达到历年最多；入围门槛为 21.31 亿
元，自榜单发布以来，首次突破 20亿元，与
2012陕西 100强企业相比，入围门槛提升

至原来的 2倍；实现净利润总额 670亿元，
同比增加 8.98%，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赵刚在会上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有忧。
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也要看到短板
和不足，希望企业家共同奋斗、砥砺前行，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以开阔

的视野、超前的思维，不断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凝聚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
陕西追赶超越中主动挑重担、扛大梁，把
智慧和力量汇聚到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上来，为全省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省市相关厅局领导，以及百强企业、民
营50强企业、第八届省优秀企业家、相关协
会会员单位等代表，约450人出席会议。

2019陕西百强企业发布暨第八届省优秀企业家表彰会召开

副省长赵刚希望，企业家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凝聚力，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在陕西追赶超越中主动挑重担、扛大梁，为全省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延长石油、陕西煤业、陕西有色仍居百强前三位

◆东岭集团、西安迈科、比亚迪位列民营企业50强前三位

大会表彰第八届省优秀企业家

欢迎订阅

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CNCN6161--00150015 邮发代号邮发代号5151－－77 陕工网陕工网：：www.sxworker.comwww.sxworker.com

电话：029-87345725 联系人:刘海英

关注“
陕西工人报”

微信公众号

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228价格价格：： 元／年元／年

扫描二维码

订阅陕工报

初冬时节的榆林，寒风凛冽、
滴水成冰。

在陕建九建集团榆林市体育
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施工环境整洁
有序、宣传标语格外醒目、一线建
设者精神饱满，大干快干的氛围让
人感动。而最引人眼球的是一排
排整齐划一的板房——员工宿舍，
这里被农民工形象地称为“幸福小
屋”。屋内干净整洁、温暖舒适的
环境，与户外的寒冷形成了鲜明对
比。“家”的温馨，让整日忙于建设
的农民工归属感、幸福感满满。

这一温馨画面，是陕建九建集
团无数个在建项目扎实做好保障
农民工权益工作的缩影。

近年来，陕建九建集团勇担社
会责任，本着“陕建九建·赢在人
心”的企业名片，在关爱农民工方
面屡出新招，切实维护他们的各项
合法权益，让他们的归属感、幸福
感不断提升。

确保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多年来，陕建九建集团秉承
“真拼实创、幸福奋斗”的企业精
神，从“幸福”二字入手，不仅积极
做好各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
工作，还从细微处入手，让他们在生活工作中舒心、顺
心，以此让农民工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

在思想教育方面，陕建九建集团积极组织开展
“三忆改革发展史 不忘初心感党恩”交流座谈、“学党
史 感党恩 我与祖国共成长”征文演讲等系列活动。通
过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凝聚了农民工的思想，
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建设中。

充分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积极响应省总工
会、省建设工会、陕建集团工会关于开展“1+X+100”
微信联系服务农民工活动的号召，充分发挥微信平台
思想引导、爱心疏导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微信平台8
个，联系农民工近500名，“及时帮扶、及时救助”成为
新常态。通过平台，累计采纳农民工建议53条，解决
农民工诉求信息41条。

与此同时，节庆送福利、暑期送清凉、免费体检、
团建活动等，让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实实在在感受到
了国有企业的温暖。此外，陕建九建集团还经常性
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例如文艺轻骑兵下项目、
联谊会、生日会等活动，丰富了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据统计，近年来，企业在关爱农民工方面共计支
出 100余万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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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景区立体式服务设施建设项目部组织九寨沟景区立体式服务设施建设项目部组织
医护人员为农民工体检医护人员为农民工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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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