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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来，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进入场馆建设“竣工月”，
各场馆相继完成竣工验收。

6 月 24 日，陕西省杨凌网球运动中心（左图）顺利完成竣工验
收。据了解，该网球运动中心是西北地区规模配套设施最齐全、标
准最高、规模最大的单项网球赛事场地，总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
米，同时也是十四运会网球比赛主场馆。

6月28日，由陕建三建集团承建的，总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的十
四运会场馆建设项目——铜川市体育馆（上图），在全体施工人员共同
努力下提前两天完工。该项目总坐席数5318个，将用于十四运会篮
球场馆，以及当地民众的体育活动需求。 肖阳熠 刘祥胜 惠鑫 摄

十四运会两场馆竣工

鼠年春节，疫情来袭。在万家团聚
却要居家隔离的特殊时期，却有一批
勇士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逆行出
征，或奔赴抗疫防控一线，或返回防疫
物资生产岗位，以不同的方式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

省劳模魏存成就是逆行者之中的一
员。他和他领导的石羊农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石羊集团）在疫情防控
的艰难之时，毅然扛起了保障民生供应的
责任，出色完成了“三保”任务，被各级政
府和职工群众誉为抗疫保供的“领头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作为陕西最大
的民生保障企业之一的掌舵人，魏存成迅
速给集团下属51家子（分）公司的书记、经
理打电话，要求他们带头返回岗位，安排部

署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
石羊集团积极投身“保供应、保质量、

保价格”三保行动中，紧锣密鼓做好复工复
产工作，开足马力保障“长安花食用油”“石
羊安心肉”“好邦鸡肉”等民生产品的生产。

“有石羊，心不慌。”这是省市政府相
关部门给予石羊集团的较高评价。日生
产饲料 2500 吨，可满足 10000 余家养殖
场所需；日生产长安花、邦淇食用油 540
吨，可满足陕西市场 50%以上需求；日生
产好邦鸡肉 200 吨，可满足陕西市场
70%以上需求……在非常时期，为稳定陕
西民生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抗疫保供期间，魏存成把办公室当成
家，与员工一起坚守工作岗位。他说：“要
隔离病毒，但不能隔离爱！”他迅速启动石

羊集团爱心基金慰问计划，紧急协调调度
防疫物资，并第一时间发放到生产一线员
工手中。

为了保证民生产品“产得出、运得走、
供得上”，他安排专车接回返岗员工，实行
闭环管理给大家免费提供食宿，并为 6名
湖北籍员工发放专项慰问金。

石羊集团工会主席傅巧艳告诉记者，
魏存成安排集团工会建立疫情防控服务
中心，为驻厂一线员工提供理发、夜宵、
购买生活用品、代取快递等服务，主动帮
助员工解决家庭困难。贴心的服务、温
暖的关怀，让 3700余名员工心无旁骛地
投入生产，汇聚起强大的抗疫保供力量。

疫情暴发后，魏存成第一时间组织董
事会召开会议，并于 1月 29日启动爱心捐

赠行动，通过陕西省红十字会等机构为抗疫
工作捐款捐物价值300余万元，并为抗击疫
情的一线医护人员捐赠食品和防疫物资。

为了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响应上级党
组织号召，作为集团党委书记的他带头捐
赠特殊党费，不到三个小时，集团党委下
属 6个支部党员共捐款 43336元，为抗击
疫情贡献了党员的力量。

在记者采访时，魏存成和他的团队正
在研究如何更好地落实“抗疫稳岗扩就
业”行动。疫情发生以来，石羊集团充分
发挥农副产品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有效
整合产业链资源，新增投资生猪养殖、食
品加工、食用油产业升级项目 20亿元，可
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2000个，带动家庭育肥
农场 200个，带动周边农业种植、物流等
行业产值 40亿元，在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中又一次彰显了民营
企业的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阎瑞先

危难之时不忘社会责任
要隔离病毒但不能隔离爱

——省劳模魏存成抗疫情保民生的故事

有石羊 心不慌

投身“三保”力促供应稳定

最近几天，浙江杭州快递小哥李庆恒突然
走红网络。在从事快递行业 5年后，今年他被
评为杭州市 D类高层次人才。根据杭州市此
前公布的人才引进措施，该级别人才将享有
100万元购房补贴。这对于 90后的李庆恒来
说，无疑是巨大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让他在
杭州安家的梦想变得触手可及。6月 27日，李
庆恒表示，自己已经将购房计划提上了日程。

据李庆恒介绍，自己这次之所以能够成功
获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主要是因为去年 8月
参加浙江省第三届快递职业技能竞赛时，获得
了快递员项目的第一名。

根据浙江省邮政管理局官方网站消息，上
述竞赛主要分为快递员和快件处理员两个工
种，比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操作竞
赛两部分，按理论知识得分 30%，实际操作得
分 70%计入总分。

李庆恒回忆说，比赛中最难的当数派送
线路设计环节。“要在 12 分钟内完成 19 票件
的派送路线设计，除了要考虑时效，还要选
择最优路线，尽量避免重复。”据他介绍，自
己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目前已在快递行
业工作了 5年时间。为了比赛，他专程拜了有
经验的前辈为师，练习了很久才找到各个环节
的窍门所在。

在成功拿下比赛冠军后，李庆恒被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浙江省技术能
手”称号。据杭州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今年
2月消息，2020年 D类高层次人才将获得 100
万元购房补贴。于是“快递小哥将获百万购房
补贴”的消息很快流传起来，李庆恒也因此受
到大量关注。

6月 28日，李庆恒表示，自己目前正准备
在萧山靖江街道买房，“之前也考虑过在杭州
买房，但是因为价格的原因一直在犹豫，这次
有了购房补贴之后就会更明确一些了。”

李庆恒走红网络后，很快引发了大家对快
递小哥被评为高层次人才的讨论。有网友指
出，比赛中考察快递员对全国各地邮编、航空
代码等内容的记忆，似乎与日常工作关系不
大，很难体现出职业技能的高低。对此，李庆
恒解释说，比赛内容都是基于快递员每天的操
作流程，对邮政等企业参赛者来说，邮编、区号

仍然是最常打交道的工作内容之一，所以比赛略有涉及。
他介绍说，比赛的许多内容都和快递行业日常工作息息相关。“比

如说如何在多物品收寄时快速、准确找出违禁品；易碎品包装的话要用
最少的物料将 4个高脚杯包起来，确保从 1.6米高摔三次不会碎等等，
都是很日常的细节。”

李庆恒说：“不管在哪个职业哪个岗位都要用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多
学习多锻炼，挑战自己、突破自己，你就是这个行业的人才。” （孔令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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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莲湖区韩雅足浴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610104MA6TPP4208，不
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本报讯（赵辉）6月 28日，西安住房公积金管
理委员会下发通知，西安地区 2020年度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自 7月 1日起调整。生产经营困
难的企业，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可
申请缓缴。

通知明确，2020年度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
数调整为职工个人 2019年（自然年度）月平均工
资，缴存基数每年核定一次，调整后的缴存基数
执行期间为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6月。计算缴
存基数的工资总额组成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
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
下支付的工资。

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不得高
于 2019年西安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
工资的三倍，即23090元。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上
限的，以上限金额作为缴存基数。未超过上限的，
以实际月平均工资作为缴存基数。缴存基数下限
不得低于西安市最低工资标准：新城区、碑林区、
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
长安区、高陵区最低工资1800元/月；鄠邑区、蓝田
县、周至县最低工资1700元/月。西咸新区、西安铁
路局最低工资参照1800元/月执行。

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分别
为 5%，上限分别为 12%。单位可在规定的缴存

比例上下限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住房公
积金月缴存额由职工个人缴存额和单位缴存额
两部分构成，月缴存额等于职工月缴存基数分
别与职工和单位缴存比例的乘积之和。缴存基
数、个人缴存额和单位缴存额应分别四舍五入
到元，取整数。

单位和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属
于职工个人所有，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免缴所得
税。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经职工代表大会或
工会讨论通过，可向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申请缓缴。自主缴存人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及缴存比例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西安调整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生产经营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

来自安徽阜阳的90后快递小
哥李庆恒，近日被评上了“杭州高
层次人才”，不仅能在落户、子女就
学、医疗保健、车辆上牌等方面享
受照顾，在杭州购买首套房还可获
得100万元的补贴。

“惊奇”，大概是很多人看到
这则新闻的第一感受。实际上，
就连这位 25 岁的快递小哥自己
也觉得不可思议，表示此前从来
没想过自己还能和“人才”两个字
发生关系，他原以为高学历海归
等才算是高层次人员。甚至有人

还 因 此 认 为 ，这 只 不 过 是“ 作
秀”，是地方政府借此秀“不拘一
格用人才”的姿态。

这些质疑与猜测，本质上还
是“看不起技能人才”的观念窠
臼 在 作 祟 —— 很 多 人 对“ 高 层
次”和“人才”的理解狭隘，将其
跟学历、财富等挂钩，却没有融
进对技能、工匠精神的考量。而
要破除这类观念，真正形成崇尚
技能、淡化学历的社会氛围，需
要更多“快递 小 哥 成 高 层 次 人
才”这样的鲜活案例。 （辛晶）

打破对“高层次人才”的陈旧观念

1 快递技能大赛获第一

2 购房计划提上日程

3“突破自己成为行业人才”

点 评
本报讯（于震）按

照陕西交警部门有关
规定，2020年 7月 1日
起，陕西省未登记挂
牌的电动自行车将不
得上路行驶，此外，全
省超标电动自行车集
中登记挂牌于今日结

束。6月 28日下午，陕西公安交警
电动自行车管理微信平台发出通
知，由于集中办理期申请量过大，若
未在 6月 30日前收到号牌，请向交
警出示自助办理的业务，显示为办
理邮寄中的状态即可通行。

陕西省公安交警电动自行车管
理平台的自助办理功能，继续开通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各地尚
未登记挂牌的超标电动自行车用户
可以进行自助办理。宝鸡、咸阳、渭
南三市因超标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大，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集中
登记挂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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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马相 朱家乐）根据西安市 2020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相关事宜通
知，6月29日，西安市各区县、开发区在门户网
站及其教育部门微信公众号，公布各民办小
学招生计划和范围；市教育局在门户网站及
其微信公众号公布各民办初中招生计划。

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须进行网上报名，
民办小学报名时间为 7月 1日 8时至 7月 5日
18时。民办初中报名时间为7月6日8时至7
月 10日 18时。学生及家长根据“报名条”所
载信息按照流程填报信息。每名学生选报一
所民办学校，报名信息确认后不能更改。

7月 12 日起各民办小学、初中开始招
生。各区县、开发区使用全市统一的电脑随
机录取系统，组织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电
脑随机录取工作。

西安民办学校公布招生计划
明日起小学报名 6日起初中报名

（上接第一版）对 2020年 1月至本《通知》下发
前符合失业补助金领取条件但因重新就业
等原因构成停领情形的失业人员，其未就业
期间的部分可一次性补发。领取期间不享
受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丧葬
费和抚恤金等其他待遇，不得跨统筹地区重
复申领，不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迁，不核减
参保缴费年限。

领取期满、重新就业、死亡、应征服兵役、
移居境外、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被判收监执行的，停
发失业补助金。2020 年 1 月至本《通知》下
发前符合失业补助金领取条件但因重新就
业等原因构成停领情形的失业人员，其未就
业期间的部分可一次性补发。

四是阶段性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
对《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参保单位招用、个
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 1 年的失业农民工，
及时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2020年 5月至 12
月，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后参保不足 1年目前
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工，参照参保地城市

低保标准，发放 2 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临
时生活补助按月发放，只能申领享受一次，不
核减参保缴费年限。与城镇职工同等参保缴
费的失业农民工，按参保地规定发放失业保
险金或失业补助金。

五是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对领
取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人员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补贴标准在现行标准基础上增加1倍，每
人每月60元，执行期限为 2020年 3月至 6月。

六是简化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流程。参保
失业人员可凭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通过线上
或线下（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
保险金、失业补助金、一次性生活补助或临时
生活补助，可不提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失业登记证明等材料，自审核通过次月起发
放。受理期限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发放期
限可延长至 2021年 6月 30日。

申领人可登录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陕西政务服务网 http：//1.85.55.147：
17007/index.do）或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http：//xahrss.xa.gov.cn：8615/）进行申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