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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游人在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内游览。
隆冬时节，位于晋陕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飞溅的浪花在瀑

布两岸岩石上凝结形成冰瀑冰雕，成为冬季壶口瀑布景区一道
奇特的景观，吸引游人前往观赏。 陶明 摄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数字展馆上线
■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超过120万辆
■去年我国农业保险共提供3.6万亿元风险保障
■我国已经建成200余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中国卫星电话来了 一年1000元可打7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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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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据1月10日《陕西工人报》报道，
1月9日，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西安市养老
服务促进条例》，由西安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倡导家
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
居住，承担照料责任。老年人患病住
院治疗期间，其子女的用人单位应当
支持护理照料，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
计 20 天、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 10 天
的护理时间，护理期间享受与正常工

作期间相同的工资福利待遇。”消息
读罢，不禁竖起大拇指点赞——这个
政策好！

古语说，“人食五谷杂粮，蔫能不
病也。”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
患病住院在所难免，子女陪护则是
人之常情。当下，不少老年人家庭
都是独生子女，这些子女大都面临

“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困境，顾了事
业，顾不上家庭，让“挑大梁的”他们

“左右为难”。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父母一生辛劳，
子女更应陪伴和照护他们。《条例》
的颁布，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百
姓的人文关怀。点赞的同时，也希
望这一政策在更多地市、更大范围
推广，让它像一缕春风吹遍三秦大
地，滋润心田、温暖人间！

为“子女可带薪护理住院老人”点赞
·张翟西滨·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2020年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慰问帮扶全国
道德模范活动，为道德模范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以
及社会各界的温暖，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2019年9月，中央文明委在京隆重表彰第七届全
国道德模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
道德模范崇高精神，对发挥道德模范榜样示范作用
提出明确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道德模范，
要求持之以恒关怀关爱他们，帮助解决实际生活困
难。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派出慰问组分赴26个
省（区、市），登门看望慰问48位生活困难的全国道德
模范及其家属，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问候，送上
帮扶资金和新春祝福。慰问组来到道德模范家中，
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
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切实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慰问帮扶的全国道德模范，有为掩护战友被炸
伤，失去双眼双手，生动诠释新时代军人忠诚与担当
的“排雷英雄”杜富国；有毅然跳下火车勇救他人
性命，致使右腿高位截肢的“最美铁路人”徐前
凯；有18年扎根深山，潜心课堂教学、无私关爱学
生的“乡村教师”张玉滚……慰问组还看望了部分
牺牲去世的道德模范家属，有毕业后毅然返乡，
在脱贫攻坚一线无私奉献，遭遇山洪不幸遇难的

“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的父母；有为保护国家某
重点试验平台，英勇冲锋在前，用宝贵生命谱写
许党报国壮歌的“时代英雄”黄群的妻子。道德
模范们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一定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发挥好榜样作用，向社会传递更多
正能量，带动身边人、影响更多人。

据悉，近年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先后出资
2400多万元，帮扶全国道德模范280多人次。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开展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活动

温暖回家路
走基层

本报讯 1月 10日，由西安市总工
会联合多家单位发起的首趟“工会幸
福号定制专列”驶离西安北客站，免
费将 500 余名在西安务工的优秀农民
工、困难农民工送回四川。副省长赵
刚登上农民工返乡专列，对他们为陕
西建设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祝愿他
们平安返乡。

当日，2020年“致敬奋斗者·温暖回
家路”农民工平安返乡活动，“工会幸福
号定制专列”发车仪式在西安北客站举

行。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剑，西安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琳，
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薛振虎
等出席。仪式上，向农民
工发放了新年大礼包，并

慰问一线铁路职工。
据了解，该活动由西安市总工会、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华商网
联合举办。定制专列从 10日起陆续出
发，在开行西安北至成都东车次的基础
上全面升级专列线路，增加了西安到武
汉、重庆、郑州等方向的车次，实现了多
线齐发，进一步提升了专列运量。1月
15日、16日，第二批专列G2002次、第三
批专列G858次将如期发车。同时在农
民工返乡集中的客运站、火车站设置服

务站点，提供出行向导咨询、常用药品、
亲情电话等“工”字号服务。活动从
2019年 12月 24日发起以来，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先后有上万名农民工朋友上
线咨询和订票。

农民工朋友不但能乘坐免费高铁
回家过年，还收到了一份新春礼包。
一上车，来自四川达州的冯霞就看到
所有座位上摆放着喜气洋洋的大礼
包。打开礼包看到春联、红包袋、鼠
年玩偶、小书包和零食等，“都是实用
的东西，回家就能用上。”面对这份惊
喜，她说感觉很贴心。

在疾驰的列车上，乘客纷纷写下
2020年的愿望。唐长龙、贾玉蓉夫妇来
西安已经20多年，唐长龙主要在工地做
焊工，妻子照料他的日常起居。贾玉蓉
在城市心愿卡上写道：“中国年看西安，

祝福西安越来越好。”
在首趟专列上，专门为农民工准

备了美味的免费午餐和饮品，更有志
愿者为农民工献上了精心准备的文艺
节目——男声独唱《平凡之路》、快板
《同仁堂》、相声《学满语》、女声独唱《在
希望的田野上》、男女声合唱《常回家看
看》、双人舞蹈《涟漪》、快闪舞蹈《美丽
的萨日朗》……车厢里充满了浓浓的年
味和暖暖的真情。

春节前，西安市总工会还将组织
开展“共筑梦想·感谢有你”慰问活
动，为春节期间坚守在“三中心”建设
和重点建设项目岗位上的农民工“送春
联、送饺子、送幸福”。同时开展“送温
暖、送文化到基层”活动，深入基层一
线开展文艺演出，为农民工送上精神
文化大餐。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强

副省长赵刚登上农民工返乡专列，对他们为陕西建设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祝愿他们平安返乡。

“工会幸福号定制专列”发车仪式现场。 邵瑞 摄

500500余名农民工乘坐余名农民工乘坐
““工会幸福号定制专列工会幸福号定制专列””返乡返乡

农民工寄语西安

压题图：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康靖华）1月 10
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张剑到延安市看望慰问困
难职工和全国劳模，向他们送
去节日的祝福和新春的问候，
并送上慰问金和春联，让他们
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延
安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
席黑树林等陪同慰问。

在延运集团退休困难职
工梁生春家中，张剑关切地询
问了梁生春的身体和生活情
况，鼓励他树立信心，勇于面
对，有困难找工会。并要求市
总工会和延运集团多关注困
难职工，帮助他们解决最迫切
的实际问题。

在延运集团，张剑与企业
负责人、工会干部座谈交流，
希望延运集团坚持以党建带
工建，创造性开展工会工作，

特别是要用好“学习强国”平台，加强职工思想
引领，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要用好用足党的政
策，相信职工、依靠职工，走多种经营道路，为企
业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在全国劳模王思明家，张剑与其促膝而
谈，对王思明执教期间为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
贡献表示崇高敬意。他希望王思明继续发挥劳
模示范引领作用，用榜样力量传递社会正能
量，用言行举止影响带动更多的人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

张
剑
到
延
安
看
望
慰
问

困
难
职
工
和
全
国
劳
模

本报讯（张梅）1月 10日，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
召开。我省 28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占 2019 年度三大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总数
的9.46%。

此次获奖的 28项重大科技成果
中，我省获奖的通用项目有 20项，
其中主持完成 10 项，参与完成 10
项，主持完成的通用项目较上年度
增加 2项，居全国第 6位；获得表彰
的8项专用项目占专用项目授奖总数
的14.04%。

此次我省
获奖项目在一
批重大技术发
明上取得了突
破。我省科研
团队主持完成
的 3 项科技成

果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这
些项目着眼解决和突破产业发展的
瓶颈问题，在航空航天与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
丰硕成果。

产学研融合创新能力持续增
强。获奖项目聚焦科技与经济紧密
结合、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紧密对
接，在动力电气、农业、航空航天、工
程建设、文物保护等领域攻克了一批
关键技术，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其
中，西安交通大学曹锋教授等完成的

“跨临界CO2热泵的并行复合循环关
键技术及其应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王辉教授等完成的“优质早熟抗寒
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西农979的选育
与应用”、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韩霁昌研究员等完成
的“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造田关键技
术及工程应用”、中国飞机强度研究
所王彬文研究员等完成的“大型飞机
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中铁第
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
成的“长大深埋挤压性围岩铁路隧道
设计施工关键技术及应用”、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牵头完成的“考古现场脆
弱性文物临时固型提取及其保护技
术”6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

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质量再创
新高。我省科研单位参与完成的通
用项目 10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

陕西28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占2019年度三大奖授奖总数的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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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月 9日，记者
从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获
悉，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及闭会期间，共
收到代表建议835件，各承办单位在规定时
限内全部办结。2019年代表提出建议数量
比2018年增加122件，数量创历史新高。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
会主任李保存说，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大会期间提出 818件，闭会期间 17件。这
些建议，各承办单位在规定时限全部办理
完毕。建议所涉问题能够解决或基本解决
的330件，占总数的39.5%；列入计划逐步
解决的 455件，占 54.5%；留作参考的 50
件，占6%。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群系统和省军
区本年度办理了77件代表建议，占建议总
数的 9.2%，内容涉及立法监督、代表工
作、体制改革、机构编制、妇女儿童、红
色文化、精神文明建设、军地土地纠纷
等，所涉问题解决或基本解决的28件，占
承办总数的36.4%；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39
件，占承办总数的50.6%；留作参考的10件，
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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