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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月11日，记者从全省税
务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全省预计新增减税降费 600
多亿元，税务部门组织税费收入 5202.8 亿元，增长
0.9%，其中税收收入3664.8亿元。

2019年，陕西省税务部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税收环境，有力稳定了市场主
体预期，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过去一年，全省税务部门大力推进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三年行动方案，新增 44个创新项目，持续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出51条服务举措，深化支持
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30条措施；“全程网上办”事项
达到292项，实现支付宝、微信、银联卡缴纳税费无缝
对接；取消 60项证明事项，对保留的 6项行政许可实
现“一窗式”办结，209项税收优惠事项由备案改为备
查，出口退税平均用时压缩 60%；“税银互动”发放小
微贷款8.9万笔、233亿元，纳税人获得感显著提升。

陕西提升纳税服务质量成效显著

走基层

本报讯（毛浓曦）27岁的卢莹是西安
热力总公司城北供热公司的一名锅炉操作
工，高职毕业的她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按照
常规，她要“熬”到技师资格至少需要 15
年。但最近她参加西安高技能人才技能大
赛夺得热力服务类锅炉操作工前三名，15
年一步“跨越”，被授予“西安市技术标兵”
称号并直接晋升技师。与卢莹类似，西安
数百名年轻工人通过参加技能大赛获得职

业技能提升的机会，走上工匠人
才成长绿色通道。

“一般情况下，从一个没有
职称的工人到高级工，需要10年
以上时间，到技师要将近15年。”
西安市总工会经济部部长王晖

告诉笔者，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为广大职
工开辟了快速成长的绿色通道，成规模的
技术工人不仅在收入上获益，更为职业生
涯赢得了广阔平台。

西安市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是市委
组织部、市人社局、市总工会为落实《西安
市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
案》《西安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要求，共
同举办的全市规格最高、工种门类最多、影

响力最大的职工技能大赛。本次大赛竞赛
项目涉及 8大类 17个工种，不仅涵盖锅炉
操作工、汽车维修工、现代服务业、数控加
工中心等传统工种，更将竞赛项目拓展至
高科技、硬科技领域，增设包括新能源新材
料类的单晶硅切片与外观检测、计算机程
序设计、信息通讯类的通信传输线路及智
慧家庭客户端装维等三大类 9个工种。大
赛从2019年7月开始，50多万名职工参与，
产生了39名技术标兵、39名技术能手。

西安市为大赛设计的一套激励政策，
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参与热情。对各单项竞
赛项目前三名，授予“西安市技术标兵”称
号，第四至第六名授予“西安市技术能手”
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奖杯和奖金；对于

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的比赛工种，获
得“技术标兵”的选手直接晋级为职业资格
二级（技师），对于预赛、决赛成绩双合格的
参赛人员，直接晋升相应职业（工种）资格
三级（高级工）；对于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里的比赛工种，所有“双合格”选手，均
由市人社局办理职业技能等级三级证书
（高级工）。据统计，本次大赛共有 21人获
得二级职业资格（技师）、503名“双合格”选
手获得三级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高级
工）。 值得注意的是，为不在《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的“小工种”办理职业技能等级高
级工证书的做法，在陕西尚属首次。业界
人士认为，西安市总的实践是对“小工种”
职业资格认定问题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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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小工种”职业资格认定 大赛得奖“跨越”晋升技师
50多万职工参与，数百年轻工人获评职业技能等级

西安高技能大赛开辟工匠人才绿色通道

■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布
■我国整体通关时间压缩幅度提前两年“达标”
■去年全国森林火灾起数和受害面积“双下降”
■我国2019年新增备案中医诊所6000多个
■去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达到125.96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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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钢铁行业将严禁新增产能

陕西两会各项准备工作就绪陕西两会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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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昨日上午，记者
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 1月 14日至 19日召开，省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 1月
15日至 20日召开，会
期均为五天半。

肩负着全省人民
重托，来自全省 11个
代表团的 563名省人
大代表和来自32个界
别的 500多名省政协
委员满怀激情，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聚焦追赶超越定位和“五个
扎实”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
务，贯彻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部署，高质量

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推动新时代
追赶超越有新气象新作为。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水岐、省政协
秘书长闫超英分别发布两会的指导思想和
主要任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筹备情
况等。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议程主要是：
听取和审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
查和批准陕西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陕西省 2020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陕
西省 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
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陕西省 2020年
省级财政预算；听取和审议陕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决陕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人选。

今年，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将首次
开启“代表通道”，在大会三次全体会议前
各安排5名代表接受媒体集中采访。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议程主要是：
听取和审议政协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审议通过十二届三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及大会政治决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与往年不同的是，会议还设立了“委员
会客厅”，组织 9名委员围绕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和改善民生等话题接受采访。

省政协会今日开幕 省人大会明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月13日，记者从省住建
厅获悉，自 2020年 1月 1日起，省直机关事业单位住
房公积金由省国库支付局移交到省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以下简称省资金中心）统一管理。

为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按照省住建厅、省
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
公积金移交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起，省直机关事业
单位住房公积金交由省资金中心统一管理。经过一
个多月精心部署，2019年12月31日，省国库支付局和
省资金中心圆满完成移交工作，省国库支付局602家
缴存单位、57873户职工住房公积金数据顺利切换到
省资金中心业务系统，移交资金全额划转至省资金中
心存款专户。

省资金中心表示，目前正全力加快信息化建设步
伐，支付宝城市服务业务办理模块和电子影像系统将
于春节前后上线，单位和个人网厅、手机APP等综合
服务平台也将于一季度末上线。

省直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
交由省资金中心统一管理

自 2000 年起，每年初党中央国
务院都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
家科技奖励大会，隆重表彰获奖的科
技人员代表。

勇于创新、甘于奉献、淡泊名利……
科学精神有许多内涵，在容易浮躁的
当下，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科研作
风显得弥足珍贵。

国家科技奖的获奖者们，在这方
面做出了表率。我国计算机事业创
始人金怡濂院士是后辈眼中的“老工
人”，在印制电路板这项“极限”工艺
中，他和工作人员一起用砂纸磨模
具，用卡尺量尺寸，加班到深夜两三
点，为的是追求“零缺陷”。在航天
界，有一个故障归零标准叫作“举一
反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孙家栋说，比如一个电子管零件坏
了，火箭或者卫星上的所有仪器，都
不能再出现这一批次的零件，不论好
坏都不能用，因为质量是航天的生
命。中国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在手
术台上做完肿瘤切除手术后不是马
上去休息，而是坐在旁边看学生们缝
合，有时还会提醒他们：“缝线的间距是不是太大了？”

严谨细致，是科学家基本的专业素养。追求真理
是伟大的事业，也是异常艰巨的求索，来不得半点马
虎，容不得半点“差不多”思想。只有通过反复核对、
综合分析，不忽略、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变化，才可能在
蛛丝马迹中捕捉到成功的曙光。

几年前，科学界发起了一项老科学家手稿采集工
程。很多人看到手稿的第一反应是“震撼”：标点符号
准确无误，遣词造句无可挑剔，行文逻辑有理有据。
如今，新一代青年科学家茁壮成长，日益成为创新的
生力军、主力军，相信他们会将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
传承下去，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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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牟 影 影）新春送
“福”，情暖回家路。1月 13日，省总工会
“送万福 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在西安北
客站候车厅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职工
书法家为旅客免费书写春联，送“福”字，

共同迎接新年的到
来。当旅客接过带
有浓浓墨香的“福”
字时喜笑颜开，纷
纷为省总工会这一
暖心做法点赞。

“‘不忘初心行
大道，满怀壮志奔
新程。’非常高兴能
在新年收到这份特
别的祝福。虽然只
是一副春联，带给
人的却是温暖和感
动。”旅客肖先生高
兴地说。

活动开始不一
会，职工书法家便

被旅客“团团围住”，希望得到新年祝
福。“好梦飞天勤作翼，新春落地福生
根。”来自四川绵阳的农民工拿到这副春
联后，不禁竖起了大拇指：“我马上要搬
新家啦！正好用上。刚才书法家还给我

解释了这副春联的
寓意。真是太好
了！”“我要把这份
福气带回家。”旅客

鲁文萍高兴地说。
当日上午，职工书法家免费为旅

客书写数百副春联，在为旅客送去新
年祝福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书
法的魅力。

据了解，2020年春节前夕，为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
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省总工会在全省职工中开
展了“送万福 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组

织省内著名书法家、职工书法家深入基
层、厂矿、工地、社区、贫困职工家庭免费
书写赠送春联，为广大职工群众送上新
年祝福和文化大餐。

为便于各级工会更好开展“送万福
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省总工会统一印
制了三万份 2020年春联和“福”字，寄送
到市级工会、省级产业工会和单列单位
工会，免费发放给职工群众，切实把党和
政府的关心关怀和新春美好祝福送进千
家万户。

省总工会新春送省总工会新春送““福福””情暖回家路情暖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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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13日从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获悉，2020年钢铁行业将巩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成果，严禁新增产能。

据中钢协有关负责人介绍，近五年来，钢铁行
业总体运行平稳、稳中向好，但同时稳中也有忧，尤
其是2019年出现的产能释放快、铁矿石价格大幅上
涨、环保压力加大等问题亟需各方面关注、解决。

中钢协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粗钢产量预计将
达到 9.8亿吨左右，过去五年累计增长 1.76亿吨，年
增幅 21.9%。重点统计钢铁企业从 2015 年亏损
846.88亿元，到 2019年预计实现利润 1800亿元；企

业资产负债率下降约7.5个百分点。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协会正在配合政府

部门开展钢铁产能、产量摸底工作，为科学决策
提供真实的数据支撑；对专项督查中发现的拆除
中频炉后上电炉的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杜
绝违规新增产能。

他表示，下一步将严格执行新版《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在2020年6月之前全面淘汰以中频炉
为主生产不锈钢、工模具钢等钢种的落后工艺；配
合做好相关产业政策修订工作，发挥政策组合功
效，反对仅在局部区域进行的同城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