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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通知》，明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

“基层减负年”。多地出台了有针
对性的减负措施，有效为基层干部
松绑减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减负绝不是减担当减作为，对于个
别地方出现少数干部拿“减负”当
挡箭牌、不担当少作为的情况，应
予及时纠正。

推行减负举措，为基层带来了
全新气象。文件和会议大幅度精
简，检查考核和上报材料大幅减
少。但一些错误苗头尤应警惕。有
的地方借“减负”之名，对应尽之责、
应抓之事降低标准、放松要求；有的
干部，把“减负”当作不担当、不作为
的借口，追求个人安逸、漠视群众利
益；还有的干部，把“减负”等同于压
减任务，拈轻怕重、推脱卸责，导致

“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依旧难办”
问题久治难愈。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

曝光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期间查处的8起典型案例。多
起案例，直接涉及不担当、不作为问
题，有的问题长期存在、久拖不决，
有的问题反复出现，甚至边整治边
发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基层减负，绝不是减担当、减作
为。减负的核心要义，在于“把干部
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进
而，把时间和精力更多用于干事创
业、推动发展。落实减负，应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破解“文山会海”

“责任甩锅”“过度留痕”等只重形
式、不重实效的问题，而不是减掉应
有的岗位职责、降低工作要求。

做好基层减负的“加减法”，需
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减
去的是形式主义痼疾，加上的应该
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切实践
行。减负之后，轻装上阵，广大党员
领导干部更需要主动担当、奋发有
为、更多作为。要切实防止和纠正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
实、不尽力，以及口号喊得震天响、
行动起来轻飘飘等问题，真正把减
负带来的获得感，更多转化到务实
为民、尽职尽责的行动之中，转化到
推进工作、助力发展的实绩之中。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减负不是减担当减作为
·梁建强·

据《工人日报》 临近岁末，全
总发出《关于参与做好2019年度根
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工会法律服
务和法律援助机构把被欠薪农民
工纳入重点援助范围，依法、及时
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配合
开展好这一攻坚行动，抽调精干人
员参加联合执法检查，并加强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与政府劳动保障监
察的协作配合，鼓励企业工会发挥
监督职能，及时发现欠薪隐患，建
立欠薪报告制度。同时，畅通工会

帮 扶 中 心 、法 律 援 助 中 心 和
“12351”职工维权热线等投诉举报
渠道，在发生因拖欠工资引发突发
性、群体性事件时，地方和企业工
会要第一时间了解和反映职工合
理诉求，促进问题妥善解决。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结合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重点宣传根治
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法律及政策措
施，引导农民工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以理性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
益，督促企业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农
民工工资。要按照“护薪”行动要

求，发挥在争议协商中的作用，积
极参与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调解
工作，加强与人社部门、法院、企业
代表组织间的沟通协调。

据了解，各级工会和各全国产
业工会还将把工资清欠作为 2020
年“两节”送温暖活动的重要内容，
以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
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等行业，
以及易受出口贸易摩擦影响的加
工制造业企业为重点，将走访慰问
和欠薪排查结合起来，并为因企业
欠薪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民工提供
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全总发出《关于参与做好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的通知》

把被欠薪农民工纳入工会重点维权帮扶范围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建设者在黄河风陵
渡铁路桥上进行电气化改造（12月6日无人
机拍摄）。

12月7日，由中国中铁电气化局西安电
化公司承建的南同蒲（大同至永济蒲州）铁
路黄河风陵渡铁路桥完成电气化改造，测试
列车时速由原来的25公里提升至85公里。

黄河风陵渡铁路桥位于晋陕交界处，
1970 年 10 月建成通车。2019 年，铁路部门
历时 8 个月对 1199 米的黄河风陵渡铁路
桥全部更换钢梁并进行电气化改造。风
雨兼程近 50 载的黄河风陵渡铁路桥换上
了新颜，与此同时，南同蒲铁路运能将大
幅提升。 陶明 摄

黄河风陵渡铁路桥黄河风陵渡铁路桥

风雨兼程数十载风雨兼程数十载 今朝今朝““触电触电””换新颜换新颜

20世纪 80年代，《人民日报》头版刊发
的《陕北有煤海，优质易开采》，让世界七
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一举震惊世界，在
这里埋藏的千亿吨优质煤炭资源吸引众
人关注。

多年来，榆林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
赋，在能化产业上不断发力，扩大能源生产
规模，加快能源结构调整，煤油气盐等资源
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工业发展有力

支撑了全省经济，能源开发为
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如今，随着能源开发和能
源化工基地的建设发展，榆林
工业发展将开启新的征程。

高质量的能源开发，最终将激起能源革
命层层浪花。榆林将迎头而上、担当作为，
在关键技术上谋突破，在传统手段上求升
级，力争打开新局面，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履行使命
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动能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榆林丰

富的矿产资源：目前已发现 8大类 48种矿
产，潜在价值超过 46万亿元，特别是煤气
油盐资源富集一地，组合配置好，开发潜
力巨大。

将时针拨回 21年前，1998年，国家正
式批复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吹响了榆
林能化产业飞跃发展的号角。此后，榆林
以铿锵有力的步伐，建园区、上项目、搞转
化，承担起了新世纪国家重要能源接续地
的重大使命，能化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变
强，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2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陕西省
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西部大开发和
能化基地建设的过程中，榆林累计完成投

资 5000多亿元，实施重点项目 170多个，形
成了“大集团引领、大项目支撑、集群化发
展、园区化承载”的发展格局，构建起以煤
油气盐开发为基础，电力、化工为主导的产
业体系，建成了国家重要的煤炭基地、煤电
基地、氯碱基地、煤化工基地和世界最大的
金属镁、兰炭生产基地。

2018年，榆林市原煤、原油、天然气产
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 12.3%、5.5%和
10.5%，煤制烯烃、煤制甲醇、金属镁、兰炭
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 7.3％、4.8％、
48％、86.3％，榆林已成为全国知名的能源
大市、工业强市，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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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高质量开发激起能源革命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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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2月5日，全国工会职工书屋
建设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记者从
会上获悉，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程实施12年
以来，各级工会组织建成 10余万家职工书屋，覆
盖服务职工超过6000万人，职工书屋建设工作取
得丰硕成果。

活动现场，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
发布了全国工会最美职工书屋、“与共和国同
行”——全国职工主题阅读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全
国工会职工书屋“优秀职工读书组织”、全国工会
职工书屋“阅读学习成才职工”、全国工会职工书
屋“突出贡献工作者”、全国工会职工书屋“阅读学
习优秀原创作品”以及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应

用示范单位等 7项典型成果，并启动全国工会电
子职工书屋 3.0版本、阅读活动网上发布展示平
台、职工书屋图书管理系统和职工书屋信息普查
系统2.0等4个系统上线。

据悉，2019年，全国总工会向800个新建全国
总工会职工书屋、3000个已建全国总工会职工书
屋、3000个劳模创新工作室、职工小家、农民工服
务站、司机之家等场所建立的便利型职工阅读站
点和 5000名劳动模范、工匠、最美职工的劳模书
架配送图书。至今全总本级已累计为基层配送图
书 1000余万册。各级工会组织相应设置工作机
构并进行配套投入开展职工书屋建设，因地制宜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读书学习活动。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程覆盖服务职工超六千万

■我国确定首批13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地区
■2018-2019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颁奖
■我国高速磁悬浮列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1至10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634名
■香港警方修例风波以来首次查获枪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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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颖）12月 3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
获悉：2019年以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和优化
提升营商环境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我省市场主体
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前 11个月，我省
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116.70万户，同比增长 50.45%，
新登记市场主体数量突破百万。

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快速增长。今年以来，我省
持续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继续围绕精简材料、压缩环
节、降低成本等要求开展工作。截至 11月底，我省
拥有各类市场主体 386.72 万户，同比增长 32.11%。
其中，内资（非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为 6.7 万户、85.56 万
户、6146户、286.71万户、7.11万户。

注销便利化改革成效明显。今年 7月，省市场
监管局联合省人社厅、省商务厅、西安海关、省税
务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部门进一步精简文书材料，优
化注销流程，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加大业务协
同，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守法守信企
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今年 8 月，我
省在全国首批建成了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实
现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各有关部门“信息共享、
同步指引”，企业“一网”获知各环节流程、进度和
结果。前 11 月，全省注销市场主体 45.75 万户，注
销企业 12.26万户。

前11个月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突破百万

12 月 9 日，2019 年全省工会办公室业务培训班
在陕西工运学院开班。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 3 天，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
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办公室业务进行综合
培训。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近日，
省财政厅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
办”的原则，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6 亿
元，约占 2019年中省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的 89%。

据悉，本次下达资金主要按照
贫困人口规模进行分配，并对深度

贫困县进行倾斜。省财政厅还将
持续深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
合，对分配给贫困县的整合范围
内资金一律采取“切块下达”，督
促各省级部门将资金项目审批权
限完全下放到县，不得指定具体
项目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
务要求。

省财政厅提前下达2020年专项扶贫资金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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