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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将分别
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和 3 月 3 日在北京开
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全国政
协办公厅今天宣布，欢迎中外记者届
时前来采访。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在北京市复兴路乙
11号梅地亚中心设立新闻中心，负责接
待和安排中外记者对两个会议的采访。
新闻中心将于 2020年 2月 27日正式开展
工作。

凡要求采访两个会议的记者需提出
申请。中央新闻单位记者向新闻中心提
出申请，地方随团记者由各代表团向新

闻中心提出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
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提出申请，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
向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提出申请，台湾地区记者向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外国驻华
记者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外国临时来
华记者向中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或中国外

交部授权的签证机构提出申请。记者报
名截止日期为 2020年 2月 15日。

为方便记者采访，两个会议新闻中
心网页将及时发布采访信息及与采访相关
的资讯。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
心网页地址为：http：//www.npc.gov.cn，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中心网页地
址为：http：//www.cppcc.gov.cn。

欢迎中外记者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会后，陕西工人报社全体职工合影留念。

1月20日晚，“2020年咸阳市春节联欢晚会”录制
完成。其中一大看点是，特邀全国十大“最美职工”集
体——赵梦桃小组部分历任组长王广玲、韩玉梅、刘
育玲、徐保凤、王晓荣、何菲登台亮相，用现场访谈和
播放视频的方式，传递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生
理念。 曹洁 张翟西滨 摄

赵梦桃小组部分历任组长亮相“咸阳春晚”

本报讯（独萍 冯剑）1月 19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省
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近期印发《关于做
好春节前后返乡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级政
府、各有关部门采取压实工作责任、政策
宣传、走访慰问、出行保障、维护农民工
劳动报酬权益、开通证照办理“绿色通
道”、服务就业创业七大举措，用心用情
为农民工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将温暖和
关怀送到农民工心坎上。

《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
要主动作为，迅速形成加强返乡农民工
服务保障工作的热潮；要及时组织召开
返乡农民工座谈会，了解返乡农民工的
所盼所求，并借助网络媒体、招聘网站、
车站集市等平台进行政策宣传，吸引更
多农民工在家乡就业创业；要重点对确
有困难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进行走访慰
问，认真听取和梳理农民工反映的困难、
问题和需求，各级教育、公安、民政部门
和工会、妇联组织要把关爱农村“三留
守”人员学习、生活、安全和心理健康作
为常态化工作；要摸清春运期间农民工
返乡和出行交通需求，制定本地农民工
出行保障专项工作方案，在汽车站、火
车站提供集中代购票服务、预留车票服
务；要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
工制造等行业为重点，开展根治欠薪冬
季攻坚行动，实现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
本无拖欠；要在春节前后开辟“绿色通
道”，安排专门窗口、配备专门人员，集中
一段时间为农民工办理身份证、出国
（境）证件、证明材料等证照；要开展好农
民工专场招聘会，建立好农民工就业创
业信息台账，为有意愿的农民工提供返
乡创业“一站式”上门服务，引导农民工
积极返乡创业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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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月22日，记者从省政府
办公厅获悉，近日，省政府2019年第27次常务会议通
过了我省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及因自然灾害遭受重
大损失减征个人所得税政策。目前该政策已报省人
大常委会备案。

我省对经当地相关部门认定的残疾、孤老人员和
烈属取得的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时依法计算的应
纳个人所得税在3500元（含）以下的，减征100%；应纳
个人所得税在 3500元以上的，定额减征 3500元。上
述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对经当地相关部门认定的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
取得的经营所得，年度汇算清缴时依法计算的应纳个
人所得税在2500元（含）以下的，减征100%；应纳个人
所得税在2500元以上的，定额减征2500元。

对因自然灾害遭受重大损失的纳税人，连续两年
免征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同时符合残疾、孤老人员、
烈属及因自然灾害遭受重大损失两种以上情形的，适
用最优惠政策，不再叠加。

该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陕西明确残疾孤老人员减征个税政策编辑：章琦 版式：王青 校对：田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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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文超）笔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省人社厅、省扶贫办、省总工会、省妇联、省残
联将于1月中旬至3月底，在全省开展春风行
动暨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

活动期间，将举办 397场招聘会，会上进
行就业创业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并
提供各类就业创业服务。各地招聘洽谈
会具体信息可登录省人社厅官方网站浏
览查询。

全省将举办397场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月 17日，陕
西工人报社三届四次工会会员暨职工大会
在西安召开。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剑出席并讲话，省总工会宣教部部长高
仁平出席，本报总编辑助理郝振宇主持。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陕西工
人报社社长、总编辑王琴茹作 2019年度工
作报告，社长助理朱碧波作财务工作报告，
工会主席杨志勇作工会工作报告，社长助
理宫西峰宣读报社2019年度表彰决定。

张剑首先对报社两年来在制度建设、
办报质量提高、新媒体发展和职工收入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今后
的发展提出希望和要求。

张剑指出，报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
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关于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
政治方向，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他要

求，报社要抓好传播能力建设，加强媒体融
合发展，坚持移动优先、数据优先、用户优
先，强化内容生产、技术融合、经营统筹三
个一体化，打造报、网、端融合的工会报刊
新生态，不断提升报社的传播力、影响力、
公信力。

王琴茹在全面总结回顾 2019年工作
后表示，去年作为提质增效年，报社在推进
思想理论、目标考核、采编管理、经营管理、
薪酬分配等五大体系建设方面均稳步发
展，办报质量稳步提升。通过策划组织“全
国工会媒体丝路行”等系列活动，有效扩大
了报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她强调，2020
年报社将打造一支适应“报网融合”的采编
队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薪酬分配体
系，激发内生动力，确保薪酬发放向一线优
秀采编人员倾斜。恢复内参，发挥舆论监
督作用。加强策划力量、考核力度，提高本
报影响力。树立精品意识，以获奖作品为
导向，持续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本报三届四次工会会员暨职工大会召开
凝心聚力谋发展 守正创新促转型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在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之际，1 月 21 日至 22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郭大为看望慰问了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
省总工会原主席薛昭鋆，省总工会原主席
郭永平、刘枢机、黄玮、白阿莹，省总工会
原副主席石先等老主席，向他们送去组织
的关怀，并向全省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致
以亲切问候和新春祝愿。

郭大为每到一位老主席家中，都详细
询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与他们
拉家常、忆传统、话发展，并送上慰问品、
慰问金、春联和新出版的《陕西省志·工会
志》，祝老主席们健康长寿、生活愉快。郭
大为向老主席们通报了去年全省工会工
作情况和今年的工作安排，介绍了今年省

“两会”情况，听取他们对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感谢他们为党的工会事业作出的贡
献，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关注关心工会工
作。郭大为说，老主席、老同志是我们的
宝贵财富，一定要扎实做好服务工作，从
一点一滴做起，用实际行动关爱老领导，
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老主席们感谢省委、省政府以及工
会组织的关怀和爱护，对省总工会工作
给予肯定和称赞，表示仍会继续关心支
持工会工作，为“当好陕西群团组织排
头兵，力争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贡
献智慧和力量。

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安强，以及省总工会相关处室
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郭大为看望慰问工会老主席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财政部 21日
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增长态势，国有
企业利润总额35961亿元，同比增长4.7%。

其中，中央企业利润总额 22652.7 亿
元，同比增长8.7%；地方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3308.3亿元，同比下降 1.5%。国有企业税

后净利润 26318.4亿元，同比增长 5.2%，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496亿元。
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6.0%，下降0.1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2019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
入 625520.5亿元，同比增长 6.9%。其中，中
央企业 358993.8亿元，同比增长 6.0%；地方

国有企业266526.7亿元，同比增长8.2%。
2019 年 ，国 有 企 业 营 业 总 成 本

609066.1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中央
企业344900亿元，同比增长5.9%；地方国有
企业264166.1亿元，同比增长8.6%。

应缴税费方面，2019年，国有企业应缴
税费 46096.3亿元，同比下降 0.7%。其中，

中央企业 32317.1亿元，同比下降 0.7%；地
方国有企业13779.2亿元，同比下降0.6%。

资产负债率方面，截至 2019 年 12 月
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3.9%，下降0.2个
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67.0%，下降0.4个
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61.6%，增长0.1个百
分点。

2019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7%

本报讯 省委书记胡和平 22日到西京电气总公
司，看望慰问困难职工，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
祝福。

西京电气总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子元器件、电子材
料、太阳能光伏、半导体照明产品等研发生产的国有

企业。胡和平来到公司，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听取
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
题。胡和平说，多年来西京电气总公司自觉服务国
家大局，积极推进企业改革，不断强化自主创新，为
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企业抢
抓机遇，紧扣省情需要和市场需求，推出更多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要积极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
件，着力提高职工收入，解决好职工的实际困难。

西京电气总公司职工王小勇爱人身患重病，一
家三口生活比较困难。“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家里
有什么难处？”胡和平关切地询问王小勇一家的日
常生活和他爱人身体等情况，鼓励他坚定信心，在
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在退役
军人任云峰家，胡和平详细了解他入伍时间、工作
经历等情况，勉励他自强不息、爱岗敬业，永葆革命
军人本色。胡和平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
疗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大家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认真落实退役军
人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做好服务管理工作，让广大
退役军人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卢建军，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等一同慰问。

胡和平在慰问困难企业职工时强调

郭大为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省总工会原主席薛绍鋆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关心照顾困难职工生活
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