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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 鲜康）肩负新使
命，迈向新征程。1月15日上午，备受全省人
民瞩目的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在陕西大会堂隆重开幕。来自全省各
地、各条战线的省人大代表，豪情满怀步入
陕西大会堂，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
职责。

会场内布置简朴、气氛热烈。主席台帷
幕中央，10 面鲜艳的红旗簇拥着庄严的国
徽。二楼眺台上，悬挂着“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勠力同心，锐意
进取，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
利！”的巨幅标语，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胡和平、刘小燕、朱
静芝、郭青、梁宏贤、戴征社、郭大为、韩水岐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刘国中、韩勇、马中平、张广智、梁桂、徐新荣、

庄长兴、姜锋、王浩、牛一兵、杨志斌、卢建军，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副省长，省政协副主
席，在我省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
军区主要负责人，在我省的副部级高等院校
主要负责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中的省
级干部，担任过我省正省级职务的在陕老同
志以及其他副省级领导同志等。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应到代表 563
人，出席本次全体会议的代表525人，符合法
定人数。

9时整，主持会议的胡和平宣布：陕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全
体起立，奏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省长刘国中代表省政
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是全省上

下砥砺奋进的一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在省委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
针，紧扣追赶超越定位和“五个扎实”要求，推
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了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预计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财
政收入增长 2%，城镇登记失业率 3.2%，调查
失业率 5.5%以内，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8%和9%，CPI涨幅2.9%。

报告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尽管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
复杂，但我国经济稳定向好、长期向好，我省
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总体形势没有改变。只
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只争朝

夕，毫不懈怠，一步一个脚印把每项具体工作
谋深、抓实、干好，就一定能够在高质量发展
中迈出追赶超越的新步伐。

报告指出，2020年经济社会主要预期目
标是：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财政收入增长
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38万人，城镇调查失
业率和登记失业率分别控制在 5.5%、4.5%以
内，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7%和
8%左右，CPI涨幅3.5%左右。

刘国中在报告中提出了2020年的重点工
作：持续发力稳增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竭尽全力攻坚克难，坚决打好打赢三大攻
坚战；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提质增
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
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深入推进改革开
放，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

保障制度，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努力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开幕大会还进行了两项议程：审查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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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关于陕西省 2019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部分在陕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府
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省纪委监委、省委工作
机关、省委直属事业单位和部分人民团体相
关负责人，省政府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
直属事业单位、驻外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和
部分参事，部分部省双重管理单位、国家有关
部门驻陕办事机构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
型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列席大会。列席会
议的还有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住陕委员
和政协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省委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胡和平主持会议。
宋红梅 摄

省长刘国中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宋红梅 摄

1月15日，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记者昨日
从省总工会获悉，为了做好劳模和工匠
素质提升和人才培养工作，陕西省总工
会和西安交通大学决定，联合举办陕西
省劳模工匠学历提升班。这是我省首
次举办劳模工匠学历提升班，把“劳模
工匠上学，工会组织掏钱”的组织关爱
落到了实处。

关心关爱劳动模范和工匠技能人
才，是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省总
工会历来高度重视劳模工匠的选树、奖
励、宣传和培养工作。为了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
本科班学员的回信精神，进一步营造尊
重劳模、弘扬劳模精神的时代风尚，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
为指示，做好劳模工匠素质提升工作，
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举措，省总
工会各有关部门一定要抓紧落实，把好
事办好。他还亲自与西安交大有关领
导就联合创办劳模工匠学历提升班进
行了交流。在郭大为的力推下，省总工
会经济技术部与西安交大继续教育学
院多次沟通，最终形成办学方案，并经

省总工会党组会议审议通过。
今年省总工会出台的 1号文件就

是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下发的《关于认
真做好 2020 年度陕西省劳模工匠学历
提升班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明确了首次招生的对象和
名额为现有学历为大专或者高中（中
专）的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三秦工
匠”35人。办学层次分为专科起点本
科、高中（中专）起点本科两个层次，开
设有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电子商务
等专业，由学员自主选择，2020年春季

入学。学制为弹性学制，专科起点本科
学制为 2.5年；高中（中专）起点专科为
2.5年，本科为5年。学历提升班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培养形式，教学基本方
式为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学历教育，业
余学习）+定期全天脱产强化教学。学
习费用由省总工会承担。

目前，推荐报名工作已经有序展
开。推荐报名由各市（区）总工会、各省
级产业工会、各单列单位工会负责提出
推荐人选，推荐材料于 2月 5日前报至
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劳模工匠上学 工会组织掏钱

陕西省劳模工匠学历提升班开始招生

1月15日早8时，人大代表米磊、黄亮、刘安民、
李智远、李春临，在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代表通道”，就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企
发展、关中城市群建设、科创新城建设等热点问题接
受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陕西两会首开“代表通道”

两会视角

本报讯（独萍 孙文超）近日，笔者从全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获悉，2019年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 45万人；企业稳岗返还支出 33.94亿元，7135户企
业135.98万职工受益；为1.08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
遇1.26亿元。

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45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23%，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23.1
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26.37万人次；实施社保降
费政策，全年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134.82亿元；实施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新政策，全省企业稳岗返还支出33.94
亿元，7135户企业135.98万职工受益。

惠民生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全省基本养老、
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835万人、424万
人、556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十五连调”，月
人均 2853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第四次同步调
整，6大类 18个群体社保待遇一并调整，惠及 368万
人。省级政务服务清单事项网办率达到 96%，市级均
达到 70%以上；取消 136项证明事项，精简 43%；48
项高频事项实现全省通办；“陕西养老保险”手机APP
下载量达到5497万人次，参保、缴费、转移、资格认
证等 8项功能实现全天候服务、全网式通办的“掌上
社保服务”。组织完成 2.1万名事业单位人员招聘工
作。扶持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 42.98万人，新
建社区工厂526家。

坚持底线思维，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高位推
进根治欠薪工作，全年共为 1.08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 1.26
亿元，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103件，认定拖欠农民工
工资“黑名单”信息80条。深入开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10
户企业和 1个工业园区受到人社部、全总表彰。不断健全职工工
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制定发布了 2019年度企业工资指导线，
调整提高我省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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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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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央企业净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王希 魏弘毅）国务院

国资委 15日发布数据，2019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
利润 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8%，下半年以
来增速稳步回升。

2019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态势持续巩
固，较好实现全年各项预期目标。据国资委新闻发
言人彭华岗在 15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去年中
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0.8万亿元、利润总额1.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6%和 8.8%。2019年央企营
业收入利润率为6.1%，同比提升0.1个百分点。

2019年，中央企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同比增长11.7%，与净利润增速保持同步，同期国
有资本回报率5.2%，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股东回
报水平进一步提升；2019年央企全员劳动生产率同
比提高5.7%，人均创利同比增长9%。

201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费2.2万亿元，同比增
长3.6%；3家通信企业落实提速降费等要求，流量平
均资费降幅超过30%，降费约4600亿元；2家电网企
业落实降电价政策，一般工商业电价较年初下降
10%，降低社会用电成本约530亿元。

胡和平主持 刘国中作政府工作报告

陕西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追赶超越新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