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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消防人员进行“灭火弹扑救中远距离火”科
目演练。

当日，由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局、大熊猫国家公园陕
西省管理局主办的秦岭林区2020年森林火灾扑救演练，在

宁西林业局皇冠林场举行。
据悉，本次演练共设无人机火场侦察、常规装备扑救地

表火、火场医护救助、灭火弹扑救中远距离火、航空护林直
升飞机扑救失控火、清理火场等7个科目。 袁景智 摄

秦岭林区秦岭林区20202020年森林火灾扑救演练举行年森林火灾扑救演练举行
本报讯（张斌）记者 3月

31日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截至 3月 30
日，中欧班列（西安）去程和
回程车数双双破万车大关。

3 月 30 日，中欧班列
（西安）开行达 13列，创单日
开行历史新高。满载瓷砖、
空 调 机 、冷 柜 等 货 物 的
X9003次列车驶出西安新筑
车站，开往乌兹别克斯坦，
而来自比利时根特的X9020
次列车到达西安新筑车站，
今年返程运输车数达到
10044 车，去程和返程车数
双双突破一万车。

自 2013年 11月 28日开
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中欧
班列（西安）持续保持增长，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欧班列（西安）逆势
增长，实现常态化稳定开
行，3月 11日去程班列运输
车数突破一万车。截至 3
月 30 日，今年共计开行中
欧班列（西安）649 列，是去
年同期的 2.4 倍，日均开行
达 7列左右。

此外，中欧班列（西安）
运输的货品由最初单一的石
油钻井设备增加到汽车、生

活用品、厨具、日化等 13 大类 5000 余
种，覆盖 40多个国家，成为进出口贸易
的“黄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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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程伟 杨晓梅）3月 31日，记者
从省扶贫办获悉：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抢抓时间推进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工作，日前，经省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审定同意，2020 年省级第二批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11.4 亿元已下达资金使用

单位。至此，2020 年度预算的 41.4 亿元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第一季度结
束前已全部“切块下达”，较省级专项资
金下达进度要求提前 3个月。

2020年，我省在财政紧张情况下，进一
步加大脱贫攻坚投入力度，安排省级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 41.4亿元，较上年增加 5.4亿
元，增长 15%。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0亿元已于 2019年 12月下达到县（区）。
据了解，连同中央提前下达的 55.95亿元，
今年中央和省级两级已投入的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总计达到 97.35亿元。

今年41.4亿元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已全部提前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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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4月 1日，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到

荣华集团总部及荣华北经城小区，了解企
业经营发展情况，并与荣华集团、隆基绿

能、中航富士达、顶益食品、大明
宫建材家居、石羊农业集团等民
营企业负责人座谈，强调全省各
级工会组织要以稳劳动关系助力
稳就业，把服务企业、服务职工作
为永恒的责任，在服务中体现工
会组织的真正价值。省总工会常
务副主席张仲茜，西安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振
虎一同调研。

郭大为指出，民营经济是国
民经济的重要支撑，是发展区域
经济的强大力量。当前，全国疫
情得到有力遏制，稳就业、稳增长
是重中之重，稳就业就是稳经济、
稳发展、稳民生。作为企业家，提
供的是就业岗位，为社会做的是
贡献。在经济战场上，企业始终
是主力军，企业家是领军人物，要
勇于作为，多做贡献。

郭大为强调，习近平总书记
对陕西的重托就是追赶超越，追
赶超越比的是速度、更比的是质

量，靠的是智慧和力量。企业要把握“时”
和“势”，顺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把企业发展

融入到陕西发展大局中，强化竞争意识，掌
握市场主动权，增强核心竞争力，化危为
机，用供给侧理念推进企业转型发展。

郭大为强调，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家精
神的灵魂，是企业的良心，更是企业做强
做久的根本所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精
神、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宽容精神，更重
要的品质是社会责任感，解决多大社会问
题，成就多大企业。全社会要像尊重专
家、尊重老师一样，尊重企业家，让创造财
富的人有尊严、更体面。

郭大为强调，党的建设是旗帜，引领
企业高质量发展。党建是一种特殊力量，
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
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做好了就是影响
力。要加强企业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
工建，让工会组织转起来、活起来、强起
来。要抓好班组建设，班组赢，企业赢，
最能体现“咱们工人有力量”。企业创造
财富，职工创造价值，善待职工就是重视
发展。各级工会组织要切实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维权不是和企业“对着干”，是为
了劳动关系更和谐，职工好、企业才好，企
业好、职工更好。要做好“双爱双评”工
作，有爱才有赢，才会有好日子、好光景。

4 月 1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工会主席郭大为到荣华集团总部及荣华北
经城小区，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并与荣

华集团、隆基绿能、中航富士达、顶益食品、
大明宫建材家居、石羊农业集团等民营企
业负责人座谈。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以稳劳动关系助力稳就业
郭大为在调研民营企业稳就业和职工维权工作时强调

本报讯（毛浓曦）近日，陕西省总工
会、省人社厅、省企业家协会、省企业联合
会、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发出通知，在全省
开展 2020年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指导企业
与职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有事好商量、
遇事多商量、有难题共同解决。

要约行动要求企业与职工开展集体协
商，妥善处理复工复产期间“调整工作时
间、工时制度、薪酬福利、社保缴纳、工资支

付方式、年休假等各类假期的
使用”“劳动安全卫生及女职
工权益保护”等职工切身利益
问题，争取多转岗、少下岗，多
就业、少失业。

据了解，要约行动范围
包括：尚未开展集体协商的企业；集体合
同、工资（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已经到
期需要续签或者重新签订的企业；受疫
情影响，对已生效集体合同需要变更的
企业，需要就用工问题和工资待遇问题
开展集体协商的企业；行业特色鲜明，中
小微企业集中，适合开展区域性行业性
集体协商的区域和行业。

要约行动明确，集体协商的重点包括：

——用工管理。对因受疫情影响，职
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正常开工生
产的，协商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方式远
程办公完成工作任务；为减少疫情期间人
员聚集，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
班等方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对受疫情影
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复工企业，鼓励企
业以稳就业、保企业为目标，通过集体协
商采取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组织职工线
上或线下培训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明确
裁员的，指导企业通过协商制定职工分流
安置方案，依法依规处置劳动关系。

——工资待遇。对企业与职工协商优
先使用带薪年休假等假期的，按相应休假
的规定支付工资；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

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鼓励企业与职工协
商参照国家和陕西省关于停工、停产期间
工资支付相关规定支付工资、发放生活费；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鼓励
企业与职工协商调整薪酬；对受疫情影响，
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鼓励企业与工会或
职工代表协商延期支付。

——行业发展。在疫情防控期间面对
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重大贡献的行
业，如医护用品生产、交通水电生活日用品
供应、快递外卖、物业保洁等行业，指导企业
或行业工会就工资、补贴、加班费等进行协
商。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如餐饮酒店、
旅游服务等行业，指导企业或行业工会协商
疫情防控期及波及期工资支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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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好商量 遇事多商量 难题共同解
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行业企业可协商补贴、加班费等，疫情导致生产确实困难的可协商调薪

陕西5部门发文开展集体协商要约行动

■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延长4月份纳税申报期限至4月24日
■三部门：4月起出口呼吸机等医疗物资报关要提供声明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除湖北省以外贫困人口病例清零
■俄罗斯派遣军用飞机向美国运送抗疫医疗援助物资
■3月31日8时至4月1日8时陕西新增2例境外输入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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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4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
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做好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八八战略”
为统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精准落实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项举措，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阳春三月，之江大地繁花似锦、草木葱茏。3月
29日至 4月 1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和省长
袁家军陪同下，先后来到宁波、湖州、杭州等地，深入
港口、企业、农村、生态湿地等，就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调研。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当前，金融
已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金融系统
全力运转，确保抗击疫情的各方需求。从
央行的专项再贷款、再贷款再贴现，到商
业银行为抗击疫情提供超过1.8万亿元信
贷支持，从股市如期开市提振信心到债市
增发疫情防控债券为战“疫”助力……

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
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金融体系又
再次肩负起“保复产”“抗风险”的重要责
任——为企业复工复产雪中送炭的同时，
严阵以待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带
来的挑战。

3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
疏通传导机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分
别达14.6%和247%，风险抵御能力和应对资源非常充
足；目前已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超1300亿元，贷款
利率水平明显低于国家要求；目前上市公司复工率已
经超过98%，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股市估值处
于历史低位……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当前，我国金融
体系运行总体平稳，金融市场预期稳定，货币信贷平
稳较快增长，国民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也为全球
经济金融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宏观政策仍有充足的空间和
工具储备应对挑战。目前，多国央行已将存款准备金
率和基准利率下降至零附近，甚至负利率，而我国法
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适度水平，有较大下调空间，存
贷款利率亦有下降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2020年
第一季度例会提出，要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
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当前，我国金
融体系坚持以我为主，坚持改革开放，用足用好现有
政策空间和工具手段，有实力有能力全力支持国内实
体经济复工复产，确保金融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最终
定能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让“稳经济”和

“稳金融”良性互动。 （刘开雄）

金
融
要
为
战
﹃
疫
﹄
助
力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3 月 31 日，在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
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与大熊猫互动。

2019 年，三只大熊猫幼崽“佳佳”“园园”“秦酷
儿”在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
出生，在工作人员悉心照料下，三只大熊猫宝宝健康
成长。 张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