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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乘坐包机出发
本报讯（阎瑞先 李婧）2月19日17

时30分许，陕西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 145名队员乘坐长安航空 9H8375
航班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起飞，前往
武汉援助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

这支医疗队由 145名医务人员组

成，其中医生26名、护士119名，专业涵
盖了内科、急诊、重症、院感等领域，医
疗队成员由 15家医疗机构医务人员
组成。据悉，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医务人员 92%来自民营医院，领队由
西安高新医院院长马庆久担任。

面对疫情，长安航空高度重视，作
为唯一一家以西安机场为主运营基地的
陕西本土航空公司，用实际行动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截至2月18
日，长安航空隶属的海航集团涉及疫情
防控物资运输总计49935件731.97吨。

陕西出台措施优待抗疫一线现役和退役军人
本报讯（仵永杰）2月19日，陕西省

双拥办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双拥工作
优势全力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各级双拥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支持
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指出，全省各级双拥部门
要重点落实好 9项具体措施，包括建

立工作台账、开展慰问活动、组织困难
帮扶、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协调家属就
业、组织健康疗养、关心烈士遗属、转
业安置加分，以及双拥表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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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引导用人单位延长招聘时间
今年高校毕业生创历史新高

安全复工做好后勤保障 西安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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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 19日中午，走进西安智
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旁边的员工用餐区，30多名工人
正在吃午饭，碗里的面条冒着腾
腾热气，盘里的饭菜香味扑鼻。

“这些天我们公司复工，本
来还担心吃饭问题，没想到却
吃到了这么美味的饭菜，瞬间
感觉干劲十足。”工人们脸上洋
溢着笑容。

西安智同航空公司总经理
付平介绍说，这些饭菜都是从
西安航空基地的“餐馆联盟”订
购的，“上午 10 时我们在微信
上选餐订购，中午 12时餐馆就
准时免费送到了公司，一荤两
素加主食和汤的套餐只要 20
块钱，物美价廉又方便，解决了
这个特殊时期我们企业的吃饭
难问题。”

据了解，随着首批企业复

工投产，西安航空基地为了服
务企业，协调解决企业员工复
工后的吃饭问题，提前一周时
间就开始对接辖区品牌餐饮单
位，成立“餐馆联盟”，开通线上
订单、送餐到企，受到了广大企
业职工的欢迎。

“考虑到疫情期间，菜品安
全卫生是第一位的，我们持续
对餐馆卫生环境和制餐送餐人
员进行了检查排查，要求餐馆
严格做到消、戴、测等各项防疫
措施，仅提供订餐送餐外卖服
务，专门服务辖区企业。”西安
航空基地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商贸行业组师美妮介绍说。

目前，“餐馆联盟”中的企
业工作人员必须每天定期监测
体温，菜品类型以米饭套餐和
面条为主，坚持平价服务，让企
业员工吃饭无后顾之忧。

为了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同时保障西安
市重点工程项目企业复工后职工的通勤出
行需求，西安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已开通 6条

“复工定制专线”。
为了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复工企业职工

的出行需求，2月 3日起，西安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为有需求的复工企业开通一人一
座、快速直达的定制公交线路，在疫情防控
期间实行优惠票价两元一票制。公交总公
司制定完善了开线流程，智能调度中心还
安排专人专席接听企业来电。同时主动出
击，建立营运公司包干机制对市区进行责
任区域划分，各基层单位通过发函、电话、
走访等形式积极与各复工企业对接联系，
征询具体需求，为企业职工提供安全、便
捷、舒适的通勤出行服务。

2月 10日下午，五公司接到西安比亚迪
汽车有限公司的复工出行需求，立即进行部
署，路线走向勘查、营运方案设计、人员车辆
调配，仅一天就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2月
12日上午10点，比亚迪公司复工定制专线正

式开通，每天分三个时间段单程发车，首天
运送比亚迪员工87人。

公交三公司推出了非常时期定制预约
服务的“非常标准”，2月14日，从通化门地铁
口到京东亚洲一号西安智能物流园的“京东
复工定制公交”正式开通运营，每天早晚各
一班，首天运送员工21人。

目前，各基层单位的复工专线都在紧锣
密鼓筹备进行中。二公司针对即将新开的
陕汽集团定制专线做好最后的驾驶员培训
工作；六公司积极联系经开区和港务区复
工企业，主动接洽等待回复；八公司积极与
线路覆盖区域内各企业尤其是十四运场馆
建设单位进行上门主动联系。

截至目前，共有34家企业来电咨询定制
公交事宜，各单位主动联系相关政府部门和
企业38家。已为中国石油陕西销售公司、比
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京东西安智能物流园、
陕汽集团4家复工企业开通6条定制公交线
路，还与 18家企业积极对接沟通，将根据企
业需求陆续开通。 （毛海峰 张芷菡 梁璠）

2月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序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岗就业工作情况。
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说，人社部将组织一系列网络招聘活动，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机构将延长报到接收时间。同时引导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聘时间，推迟体检和签约录取。

养老金不再按级别C 今年高校毕业生达新高要如何促进就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二级
巡视员唐社民在发布会上说，从
区域来看，广东、江苏、上海等一
些经济大省（市）规模以上的工业
企业复工率超过50%。

从企业看，大型企业相对中
小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游行
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

下游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
度更快。

从行业看，涉及疫情防控相
关物资的复工复产成效比较明
显，比如口罩最近几天的产能一
直在 100%以上，2 月 17 日的产
能利用率达到 110%。

宋鑫表示，人社部门建立了

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
机制，千方百计促进重点企业复
工达产。通过对 22个省进行调
度，近期以来人社部共帮助 2600
家企业解决缺工 10.3万人，下一
步将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抓
细、抓实、抓落地，千方百计保障
重点企业用工。

宋鑫表示，今年高校毕业
生创历史新高，达到874万人，
就业任务非常重。他提到，毕
业生求职面临不少困难和不
便，人社部正抓紧完善相关举
措，可以概括为“五个一”：

启动一项问卷调查，会同
教育部开展毕业生状态和心态
调查，了解疫情影响下毕业生
面临的急迫困难和问题，尽快
研究推出精准性的政策措施；

组织一系列网络招聘活
动，增加行业化、特色化招
聘，提供一大批有针对性的就
业岗位；

推出一批在线职业指导
课程，解答毕业生求职就业关
心的问题，提供职业指导和心
理辅导；

增加一些线上可以办理

事项，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将延长报到接收时间，尽最大
努力为高校毕业生办理就业
协议签订和报到手续等提供
便利。同时，人社部也会引导
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聘时间、
推迟体检和签约录取；

开展一系列就业创业政
策推介活动，扩大基层就业、
企业吸纳、贷款贴息、税收优
惠、灵活就业等政策的知晓
面，确保政策落地生根见效，
让高校毕业生能够得到实惠。

此外，对湖北高校毕业
生的就业问题，人社部将重
点予以关注，实施必要的就
业促进举措，加大线上岗位
投送力度，拓展毕业生择业
渠道，增加就业机会。

（刘艺龙 孟亚旭）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
说，人社部会同财政部新出台两
项举措，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加大对疫情严重地区的
支持力度。

她提到，中小微企业裁员
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即5.5%；

30人以下的企业裁员率不超过20%，
都可以申领稳岗返还，即企业所缴
上年度失业保险费的50%。

“允许湖北等重点地区根据
实际情况，扩大受益企业范围。”
她说，还可以根据失业保险基金
结余情况，对医疗物资、群众生活
必需等物资供应保障企业，给予

更大力度的支持，可按照 6个月
的失业保险金或者 3个月应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标准予以返还。实
施上述两项举措，将使更多中小
微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目前，有 261个地市已组织
企业申报，已向 11万户企业发放
稳岗返还34亿元。”她表示。

养老金不再按级别A 帮助2600家企业解决缺工10.3万人

养老金不再按级别B 向11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34亿元

本报讯（周浩）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
峻形势，西安公交集团保修公司一方面合
理安排工作班次，保障公交车辆安全营
运，另一方面利用“互联平台+培训”的方
式，在疫情防控期间组织修理工利用网络
平台进行技能提升培训。

自 2月 19日至 29日，该公司通过腾讯
会议、钉钉等平台，安排技术员和维修经
验丰富的技术骨干在线授课，对职工进行
技能提升培训。每天组织不同保修厂修
理工开展两场培训，共计 16场，把疫情防
控时期变成广大修理工充实自己、提升技
能的宝贵时间。

西安公交集团保修公司

“互联平台+培训”提升职工技能

本报讯（记者 刘强）2月 20日，记者获
悉，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为给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运力，对外发布提供“定制包机”
复工业务。

据了解，凡是全国各地企业有复工包
机需求的，50人及以上即可成团（湖北地区
航线除外）。为进一步做好一站式服务，东
航还特别推出了“特约专车，国内接送”的
服务产品，提供全面出行保障。

目前，已有多个企业和团体与东航确
定了 60 个国内外包机意向，预计可满足
8000余人的出行需求。

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定制包机”业务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讯（马宇骐）自春节至今，陕建三建
集团市政公司安康机场工程部遵照疫情防
控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项目建
设，紧盯目标任务坚守在岗位上。

党员率先签订承诺书，积极落实各项
防疫要求。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管
理人员 24小时轮班值守，一线员工加班加
点抢进度，保节点，全力以赴投入到工程建
设当中，掀起了大干高潮。

陕建三建集团市政公司

安康机场项目防疫生产两不误

连日来，陕西
汽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在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刻，一
边“设关卡”“细排
查”，不断完善疫
情防控措施，切实
保障防疫物资及
时到位、员工健康
返工返岗；一边结
合目前实际情况，
整合生产资源，逐
步推动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疫情
当下，用实际行动
战斗在本职岗位
上，是陕汽人对战

“疫”必将胜利的
信心和决心，是陕
汽人对为无数“逆
行者”保驾护航的
铿锵回应。

李青 摄

为了使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生活有保
障，2 月 19 日，榆林市定边县总工会深入到县
惠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 56 人，
为他们送去价值 2 万多元的慰问品。图为交
接现场。 杨万蓬 摄

“药我刚拿到，正准备打电话和你
们说”“好的，好的，拿到就好”“谢谢谢
谢，因为今天刚好没药了”……2月 17
日，陕鄂两地公安的再次接力，让湖北
癌症患者拿到了“救命药”。

连日来，在两省疫情管控措施不断
升级的“非常时期”，陕鄂两地警察连续
接力，在全面管控的防疫阻击线上，上
演了一幕又一幕让人感动的暖心事。

日前，20多名在外省工作的湖北
十堰籍务工人员如何离家返岗工作成
为他们的头疼事。在湖北十堰和陕西
安康两市高速交警的推动下，这事变
得轻松了许多。在隔离期结束后，20
名十堰籍务工人员打算乘坐大巴客车
从安康火车站进行中转。经十堰高速
交警与安康高交大队联系协调决定，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由两地高速交警
对该客车进行全程护送，联合转运至
安康火车站乘车。2月 14日，实现了
返岗务工人员的两省两地联合转运。

日前，湖北竹溪县的代先生遇到
了一件着急事，他的妻子身患肺癌，
但随身携带的药快要吃完了。因为没
办法买到药品，情急之下的他想到了求助邻县
平利县公安局，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这一幕。

求助人代先生称，自己和妻子常年在浙江
杭州打工，春节回到老家湖北省竹溪县蒋家堰
镇，目前家里药已经快用完，但受疫情管控，湖
北全省快递停运，无药可买的他一时心急，就想
到了向邻县的平利公安求助。

而平利县 110接警员在了解到代先生的紧
急需求后，立即将情况上报，并让代先生把药寄
到平利县公安局。

2月 17日，收到药品后，平利县公安局立即
与竹溪县公安局取得联系。在秦楚古长城下，
平利县公安局长安派出所民警将药送到湖北警
方手中。当天下午，代先生就拿到了救命药。

除此之外，平利县交警大队还帮助爱心企
业家王馨悦，将一批防疫物资在陕鄂两地警方
共同见证下，在陕西省与湖北省交界关垭子卡
口完成了爱心物资的捐赠。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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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赴武汉一线的医务人员在前线安
心工作，西安市阎良区总工会启动“您的家
事交给‘娘家人’”慰问活动。2 月 19 日，组织
看望慰问了支援武汉医疗队医务人员家属，
并为他们送去慰问信和慰问品。 张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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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省安排，西安市部分企业近期陆续开始复工复产，按照西

安市复工复产工作要求，结合疫情防控需要，为了让企业安全生产，职

工安心复工，有关方面积极做好复工复产的后勤保障工作。

2月17日至18日，陕西华佑医疗投资集
团及旗下西安现代妇产医院党政领导带领部
分党员干部，前往西安市长安区16处一线防
疫点，送去价值2万多元的消毒液、酒精及矿
泉水、牛奶、方便面等慰问物资。 符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