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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筒并捻车间值车工在
进行巡回检查。目前，西纺集团复工

率达100%，产销率完成100%，复工至
今实现产值3500万元。 肖晓良 摄

3 月 26 日，工人在生产线上忙
碌。青岛啤酒渭南有限公司复工复产

一个多月来，开足马力生产，产能已恢
复到往年同期水平。 吴晓 摄

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本报讯（郭军）记者从省国资委获悉：
为积极应对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影
响，省国资委召集延长石油、陕煤等11户省
属企业，部署推动省属企业谋划储备重大
项目、抢抓机遇新增投资，为促进全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省国资委要求，省属企业要及时研判
中央和省上的政策，抢抓机遇推动具备条
件的投资项目早上、快上、大上；重点关注
5G应用、工业互联网、新基建、医疗健康等
当下国家鼓励的、带动能力强的投资项目。

省属企业积极响应。延长石油建立了

项目储备库。储备库主要包括油气勘探开
发及配套、炼油转型升级等 5大类 14个项
目群，总投资2600亿元。今年，延长石油优
选出包括延安炼油厂转型升级项目、榆神
煤基芳烃烯烃联合及配套煤矿项目在内的
8个重点项目，力争早日开工建设。

陕煤集团以新能源、新材料、城市矿
山、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方向为重点，加
快培育新动能，争取在“十四五”末，新产业
比重上升到集团产值的 30%左右。按照这
一发展思路，该集团储备谋划了 75个产业
项目。

陕投集团按照做强实体产业、做优金
融产业、做大新兴产业、推动集团转型升级
的思路，梳理确定小壕兔二号矿井及选煤
厂、榆林平价光伏发电等 2020年重大基建
储备项目共8项，总投资726.67亿元。目前
该集团正有序推进项目规划、设计、立项报
批等工作，力保项目尽早开工。

陕西有色计划安排投资项目131项，总
投资 259.8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1.47 亿
元。其中，钼板块储备项目 2项，钛板块储
备项目3项，钒板块储备项目2项。

陕西地电筹划储备了农村电网配套工

程及统筹城乡发展电网提升工程、风光互
补发电等 23个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 200
亿元，今年完成投资58亿元。

陕西物流集团积极谋划陕西智慧物流
云、靖神煤炭物流枢纽、新型铁路口岸物流
枢纽、陕西陆港物流枢纽等一大批基础性、
战略性、引领性项目。

陕汽集团围绕到“十四五”末整车产销
突破 30万辆的发展目标，谋划了西安康明
斯发动机迁建扩能、陕汽集团车架生产基
地、陕汽商用车涂装项目等一批产业项目，
总投资56.5亿元以上。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地区的青
少年乃至才上幼儿园的儿童都经历了“史
上最长寒假”，家长们也经历了一段难忘到

“吃不消”的亲子时光。
为了给孩子们撑起一片无忧无虑的天

空，家长们默默“负重前行”：一边洗衣做
饭，一边居家办公，还要配合孩子嬉戏打

闹、监督辅导功课、打卡上报体温……日复
一日，一些家长难免感到心力交瘁，有的夫
妻因为这些闹起了别扭。

非常时期，应对“从天使到魔鬼”的亲
子关系，不仅需要家长直面生活的韧性与
担当，而且需要合理的观念与社会支持。

首先是家庭观念“给力”。现代家庭
讲究夫妻平等、互敬互爱，带孩子不是

“妈妈”的专属工作，而是夫妻双方的
事。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家庭成员应当
合理分工，兼顾工作家庭平衡。一方有需
求或不满，不妨直率地说出来，商量解决

办法，不要生闷气闹情绪，更不要“翻旧
账”、互相指责。

其次是育儿方法“给力”。活泼好动
是孩子的天性，疫情期间不便出门，被困
在狭小的居家空间，孩子聒噪吵闹也是情
理之中。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游戏体
验比知识积累更重要，要求孩子按照“课
程表”学认字、数数，不如陪孩子做游
戏，或者一起做家务劳动。对于中小学生
而言，过于严格的学习计划容易感到巨大
压力。家长在居家期间勤勉工作、惜时如
金，比天天吼“梅花香自苦寒来”更能督促

孩子刻苦学习。
容易被忽略的是，社会支持的“给力”

也很重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工青妇等
组织应更加关注防疫期间的家庭生活问
题，对确有困难的家庭，协调社会尤其是社
区力量提供必要的帮助。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安宁就是
社会的安定。在这个特殊的超长假期，构
建和谐家庭关系也是一场考试。平日里忙
忙碌碌，总觉得陪家人时间太少，何不好好
珍惜这个超长假期，更好彼此了解、互相关
爱，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赵琬微）

愿“超长寒假”滋润亲情

“克服疫情影响，为企业复工复产
‘跑腿’，就是在为高新区企业经济社会发
展‘跑腿’，对此我们招聘工作组的成
员都感到自豪。”西安高新区干部王经
纬说道。

到 3月 6日，作为西安高新区用工大
户，比亚迪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了整整
两天，其他重点企业的各大工厂也是一片
繁忙景象。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为西
安高新区带回了久违的活力。

春节过后，企业复工复产成为工作重
点，但用工问题解决不了，复工复产就无从
谈起。为了解决企业用工难题，西安高新
区成立重点企业招工复工工作专班，负责
区内重点企业技术工人的招聘工作。

对招聘工作组而言，最大的难题是如
何顺利将大量务工人员接回西安高新区。
但在出发之前，没有人知道答案。

2月 19日晚，招聘工作组从西安出发，

前往咸阳、渭南、铜川三地“探路”，在各地
所设的疫情防控卡口详细掌握出入所需条
件及证明材料，回到西安后，立即对接相关
部门，办理通行所需证明。据介绍，途中他
们总共经历了 8次测温，抵达铜川后被劝
返，在富平与当地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后才
被放行。

2月 20日下午，拿到西安市公安局高
新分局盖过章的疫情期间通行证明后，招
聘工作组再次前往宝鸡市，为区内企业招
工。当天连夜返回西安后，工作组于次日
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四川省广元市，和广元
市人社局、就业局就向高新区输送务工人
员进行洽谈。

2月 24日晚，来自广元市的 26名务工
人员乘坐专车赶赴西安，西安市公安局高
新分局的警车在鄠邑区收费站等待迎接，
并将他们一路护送至企业安排的住宿点。

据了解，在将人员接回西安之前，工

作组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出发之前，他
们要多渠道发布招聘信息，扩大招聘信息
的覆盖面，还要与劳务输出地疫情防控指
挥部保持沟通联系，确认相关人员活动轨
迹和健康状况，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
下，西安高新区才会派车接人。返回途
中，招聘工作组要与沿途各地沟通，促请
各个卡口放行。返回之后，招聘工作组还
要与企业及核酸检测机构联系，对返岗人
员第一时间进行核酸检测，并对其妥善安
置。这一套流程走下来，通常需要四五天
时间。

半个月内，西安高新区先后派出 30多
个招聘工作组及 50辆大巴，奔赴咸阳、渭
南、宝鸡以及四川等地，通过一道道关卡，
接回 5000多名外地务工人员，极大缓解了
区内企业用工难题。

为了进一步拓宽招工渠道，招聘工作
组在四处奔波的同时，还积极对接甘肃、云

南、山西、内蒙古等劳务输出省份，并与甘
肃省劳务办，四川省广元市就业局、达州市
就业办等达成人才引进输入协议。广元市
就业部门更是被高新区的诚意和效率打
动，在 3天之内就跨省输送了两批务工人
员。甘肃省兰州市、平凉市也及时行动，为
高新区输送当地劳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招聘工作组努力
下，西安高新区企业返岗人数从每天 55人
到后来的每天 400多人，再到 3月 2日最高
峰的 826人。3月 3日，区内重点企业用工
缺口全部补齐。在用工难题解决之后，来
自企业的好消息也是一个接着一个：3月 3
日，施耐德电气西安工厂复工率达到
100%，稳步进入正常运营生产轨道；3月 4
日，比亚迪公司用工缺口全部补齐，各大生
产线满负荷运转，产能已经恢复到疫前水
平；法士特复工满产，并获国外1500台变速
器大订单…… （张丹华）

西安高新区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

政府建专班 登门送服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业经济呈现稳步恢复态势
■我国65个国际道路运输口岸已全部暂停客运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我国中小企业复工率已达76.8%
■29日8时至30日8时陕西无新增境外输入病例
■湖南省郴州境内火车脱线侧翻事故造成1人遇难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陕西部署推动省属企业谋划储备重大项目

本报讯（董之玲）记者从陕西省税务局获悉：自
2月 1日至 3月 20日，全省累计受理 1749户次出口企
业退税申报，共办理出口退税 6.18亿元，为企业盘活
资金、复工复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真是没想到，上午申请，下午 5202万元退税款
就到账了，让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更足了！”商洛比亚
迪实业有限公司会计彭琳在收到银行短信提示后感
慨地说。原来，受疫情影响，该企业复工复产后遇到
产品销售不畅、回款减缓，用于采购原材料的资金短
缺等难题。这引起了当地税务部门的关注，商洛市税
务局在 3月 18日上午收到该企业提出的出口退税申
请后，立即通过“退税绿色通道”，在后台快速完成受
理、审核、复审、核准、退还书开具环节，同时电话提醒
同级国库部门，将电子退还书信息传至国库部门后，
退税及时到账。从申请退税到退税款到账仅用了半
天时间。

据悉，为了支持全省出口企业复工复产，陕西省
税务部门提前更新了 2020年省级重点出口企业名
单，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征询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及
存在的困难，及时掌握重点企业的出口变动情况，同
时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分析筛查特定政策潜在收益
企业，开展“一对一”精准讲解，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

陕西6.18亿元出口退税款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本报讯（刘彤）记者3月30日从西安市政府了解
到，《西安市级部门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2020年
版）》已正式印发，总计 715项服务事项，具体可登录
西安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西安市要求，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目录清单行使职
权，未列入目录内的行政审批事项不得行使；同时，不
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实施已取消、下放或转变管理方式
的行政审批事项，确保“清单之外无审批”。

同时，各部门的政务服务事项实行动态管理，对
目录清单中的各项政务服务事项，各部门不得擅自取
消、下放和调整。确需调整的，严格按程序审核，并报
西安市司法局等部门审定后，予以调整。同时，西安
市政府要求，各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减少工
作环节和需提交的材料，精减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和盖
章环节，缩短办事时限，提高网上审批办结率，健全问
责机制，提高办事效率。

西安发布《目录》确保“清单之外无审批”

延长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本报讯（常锐 马晓芳）3月24日，延长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延安挂牌成立，这标志着延长石油
集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迈出重
要一步。

据了解，延长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延
长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12亿元，公司
下辖临镇、安塞、杨家湾、延川、志丹5个LNG站，产能
达 110万吨/年，是全国最大的 LNG生产经营企业。
2019年 12月，该公司引进 5家战略投资公司，为股份
制改造奠定基础。

在疫情影响、油价下跌、需求疲软的形势下，创立
延长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是延长石油集团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天然气产业的具体行动，对
集团应对当前困难、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3月 30日，陕
西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优化来陕返陕
人员健康服务的通告》。

《通告》明确，撤销鄂陕联合检疫点，公
安检查站恢复正常查控勤务；对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和依托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享信息的外省“健
康码”，我省均予以认可，无需另行开具相
关证明材料；各市（县、区）不得简单以

身份证信息为依据，对湖北等外省人员赋
予红码；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且健康码为

“绿码”的人员，不得采取隔离措施；对

来自中风险地区或健康码为“黄码”的人
员，居家隔离 14 天后方可出行、复工；
对来自高风险地区或健康码为“红码”的
人员，暂时不得来陕，对擅自来陕人员自
抵陕之日起进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隔离期间费用自理；境外来陕返陕人
员一律集中隔离 14 天。

我省优化来陕返陕人员健康服务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记者 屈婷）国家
医保局 30日发布的《2019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
统计快报》显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年末累
计结存26912.11亿元。

在参保人员方面，统计快报显示，截至
2019年底，我国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5436万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其
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2926万人，比
上年增加1245万人，增长3.9%；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人数102510万人，比上年减少268万
人，降低0.3%。

此外，在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中，在
职职工 24231万人，退休人员 8695万人，分别比
上年末增加923万人和322万人。

在基金收支方面，2019年全年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 23334.87亿元和
19945.73亿元，年末累计结存26912.11亿元。

统计快报显示，全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年末累计结存21850.29亿元，其中统筹基金累计
结存 13573.79亿元，个人账户累计结存 8276.50
亿元。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年末累
计结存5061.82亿元。

国家基本医保基金
累计结存超2.69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