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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姜静）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发布的第三季度
全省主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三季度，全省
现场招聘和线上招聘求职专项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25.83
万个，参与的求职个人达 21.65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现场
招聘相比，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总量稳定增长，就业形势较
为平稳。

三季度，参与现场招聘和线上招聘求职专项活动的用
人单位达到 1.48 万家次，较去年同期现场招聘减少了
4.29%，减速放缓；投放职位数同比持续增加，达到 25.83万
个，增加了 16.64%。常规网站招聘新增会员单位 3.07万家
次，同比增加了 30.08%；网上发布职位数 25.78万个，同比
增加了 22.88%，增幅由负转正。与去年同期相比，参与现
场招聘和线上招聘求职专项活动的用人单位中，中小规
模用人单位数量回升，民营用人单位数量有所增加。

报告显示，求职个人数量保持增长态势。参与现场招
聘和线上招聘求职专项活动的求职个人数为 21.65 万人
次，同比增加了 7.06%。其中，初次就业人员数量同比增
幅最大，增长了 7.06%。常规网站招聘新增个人简历 68.45
万份，增加了0.28%。

三季度我省用人需求持续增长
线上线下提供就业岗位25.83万个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 20 日从公安部交管
局获悉，截至 2020 年 9 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65 亿
辆，其中汽车 2.75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4.5 亿人，其中汽
车驾驶人 4.1亿人。

三季度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903万辆，增量明显高于去
年同期。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2316 万
辆，同比增加 54.5万辆，增长 2.41%。分季度看，一季度新
注册登记机动车 577 万辆，同比下降 21.17%，受疫情影响
明显；二季度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836 万辆，同比增长
7.18%，机动车消费市场开始复苏；三季度新注册登记机动
车 903万辆，同比增长 20.48%，机动车消费市场明显反弹，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69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12个城市汽车保有
量超过 300万辆。汽车保有量超过 100万辆的城市共有 69
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个。其中，汽车保有量超过 200
万辆城市 31个，超过 300万辆城市 12个，依次是北京、成都、
重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武汉、深圳、东莞、天津、青
岛。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 600万辆，成都汽车保有量超过
500万辆，重庆、苏州、上海汽车保有量超过 400万辆。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65亿辆
西安超过300万辆

10 月 20 日 8 时 10 分，综合动检列车从宁夏
银川站驶出，在宁夏吴忠站短暂停留后，一路向
南，经过 2 小时 58 分，于 11 时 8 分安全抵达西
安北站，这标志着西安至银川高速铁路客运专
线首次全线拉通试验圆满完成。全线拉通试
验后，西银客专将于 11 月初进入运行试验阶
段，力争在 12 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作为连接陕甘宁的高速铁路，西银客专南起西

安市，向西北经咸阳市、甘肃省庆阳市、宁夏吴忠市
后，最后接入宁夏首府银川市，是国内首条修建在
黄土层上最长段落的有砟高速铁路。西银客专全长
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预留每小时350公里有
砟高铁提速条件。该客专全面开通运营后，宁夏将
融入全国高铁网，西安至银川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
在的15小时左右缩短至3小时左右。图为动检列车
抵达西安北站。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西银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

本报讯 9月 27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对《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进
行了二审。为了继续做好修订工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定于 10月 16日起在陕西人大网全文公布《陕西
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11月16日。
社会公众可以登录网址 http：//www.sxrd.gov.cn/

shanxi/lfzqyj/126595.htm 阅读条例文本，并在“征求意
见”链接中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发送至邮箱
f87890375@163.com。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公开征求意见

靖王高速公路自 2005 年 10 月开通运
营以来，省交建集团靖王分公司各项工作
取得长足发展，充分激活班组“细胞”活
力，企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得到极大提
高和完善。

通过职代会，达成全面共识

“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变面
貌，打造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效益型、安
全型、和谐型‘六型班组’！”靖王分公司党委
高度重视班组建设工作，提出了总体思路和
建设内容。

今年 6月，在靖王分公司党委和工会的
推动下，分公司职代会召开。目的与目标，给
所有职工将带来的好处……统统阐述清楚。
作为企业民主管理基本形式的职代会，发挥
了核心作用，不仅打消了大家的顾虑，还让大
家有了“盼头”。经过全体职工代表的审议，
正式通过了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并形成决
议，印发各单位执行。

通过丰富活动，激活“细胞”活力

困了、累了、烦躁了，来，上趣味运动会，
让你陶冶情操，开心放松一下；动力不足、提
不起精神？来，上劳动竞赛刺激刺激……总
有一款适合。从 6月份开始，该公司工会每
月组织一次集体过生日活动。从 8月份开
始，每月组织一次“班组建设”职工系列趣味
运动会。

自班组建设开展以来，靖王分公司各班

组将班务会、思想政治培训、业务技能培训等
作为班组日常工作来抓，适时根据大家的“状
态”，组织开展诸如“班组建设职工趣味运动
会”“筑牢班组基础‘大干 100天’”和“安康
杯”劳动竞赛等活动。

在劳动竞赛中，首度将24个班组整建制
纳入竞赛范畴，不再因“精英赛”而让一般职
工觉得“事不关己”。鼓励班长带领班组创先
争优，激发大家参与热情。

像靖边管理所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的“互
帮互助、结对共建”活动，通过班与班之间签
订协议的方式，加强班组之间的传、帮、带作
用，为班组建设工作注入新活力。

通过集中培训，交流碰出火花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群凡人也
能创造奇迹。”在这种思维下，靖王分公司
工会联合收费管理科、党群工作部、人力资

源科、监察室、办公室等部门，积极谋划，推
陈出新，开展培训。

7月 21日、22日，举办了第一期班组建
设培训，各管理所所长、分管收费副所长、收
费股长、收费站长、收费班长和副班长共 42
人参加。多部门负责人轮流授课，参加授课
科室之多，授课内容之丰富，开创了分公司
历次培训之先河。

为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主办方为培
训人员搭建学习交流和知识测试的平台，
大家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碰撞出了
许多意想不到的“火花”。

近年来，通过各种活动，该公司在全体职
工中逐渐形成了“我工作我光荣、我工作我快
乐”“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责任”的良
好工作氛围，开启了新一轮职工爱岗敬业、诚
实守信、团结和谐、开拓创新，不断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 本报记者 王何军

——省交建集团靖王分公司班组建设小记

充分激活高质量发展的“细胞”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单行本出版
■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万亿元
■国家发改委：有序引导、规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最高检发布新规：规范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国务院扶贫办督
查专员贾希为在近日举办的“社会力量助力挂
牌督战论坛”上表示，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战工
作启动以来，各相关省（区、市）全力推进帮扶工
作落地，取得显著成效。

参加本次论坛的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
司长曲天军表示，今年 4月启动的社会力量助
力挂牌督战，是今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创新项
目，主要体现了社会力量唱主角的特点，在资
金、产业、就业、培训、消费扶贫等方面加大帮
扶，目前已实现对 1113个挂牌督战村社会力量
对口帮扶全覆盖。

在圆桌讨论环节，部分企业分享了结对帮

扶挂牌督战贫困村经验。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建敏说，企业成立挂
牌督战任务团队，与 5个挂牌督战贫困村签署
肉羊繁育产业帮扶协议，通过提供技术和收购
渠道等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此外还安排贫困
户在企业就地就近就业等，帮扶挂牌督战贫困
村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了解，自国务院扶贫办启动社会力量助
力挂牌督战工作以来，截至 9月底，东中部 11省
（市）共组织动员 2133 家社会力量结对帮扶
1113个挂牌督战贫困村，实际到村帮扶资金5.01
亿元，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4336人，完成购买和
帮助销售扶贫产品2738.93万元。

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战取得显著成效
国务院扶贫办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0月 20日，记者
从省总工会获悉，陕西省总工会在第 27 届
中国杨凌农高会的展馆已搭建完毕，陕西
工会消费扶贫产品同步在D馆全国脱贫攻
坚成果展区上架。

陕西省总工会展馆分布在乡村振兴暨脱
贫攻坚成果展（D馆）DT25右半区，共 63平
方米，展馆名称为“陕西工会消费扶贫馆”，共

分为六个板块。
工会消费扶贫展示区以看板

的形式展出中省消费扶贫政策要
求、工会消费扶贫思路和模式、百
万职工消费扶贫行动、陕西工会消

费扶贫成效及工会消费扶贫五大优势。
省总工会扶贫工作回顾展示区以动态看

板的形式展示省总工会三年来的扶贫工作，
包含总投资、主要做法、组织架构图、包扶点
情况、涌现出的先进典型、简报、成效，地市
产业各级工会扶贫综述。

消费扶贫产品展销区现场展出工会特
色大礼包，即以红色为主基调的春节大礼

包、以黄色为主基调的中秋大礼包、以蓝色
为主基调的送清凉大礼包，以及工会推荐的
近百种消费扶贫产品。

电子屏视听展示区设有电子屏，滚动
播放陕西工会消费扶贫视频短片、工会消
费扶贫 PPT及图片集、工会扶贫故事视频、
消费扶贫B2B、B2C平台页面及实时数据可
视化展示。

直播带货区将组织两场“工会爱心
GO”直播带货活动，邀请劳模、先进人物、
工会干部走进直播间，担任“陕西工会消费
扶贫好物推荐官”，为家乡扶贫产品代言，
助力脱贫攻坚。

互动体验区将现场组织扶贫产品试吃
活动，设立两台触摸显示屏，可在线登录消
费扶贫 B2B、B2C 平台进行采买，注册“陕
西工会”APP 即可在线领取陕西工会消费
扶贫优惠券，现场下单即有礼品相赠。现
场发放“陕西工会”APP 宣传手册、工会消
费扶贫券领券指南、职工“省内游”宣传品
等，还可以与秦小工 IP形象人偶合影留念、
与迎客机器人互动。

据悉，首批 200万元工会消费扶贫优惠
券于 10月 21日在“陕西工会”APP消费扶贫
商城线上发放，职工获取优惠券后可在商城
以满减形式抵现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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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总工会杨凌农高会展馆搭建完毕
期间将组织两场“工会爱心GO”直播带货活动

近日，省总工会驻村工作队在省总扶贫帮扶点——
延安市吴起县党畔村举行“脱贫攻坚、你我同行”村集体
经济分红暨脱贫致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此次分红为湖羊
养殖经营利润首次分红，全村56户贫困户平均分红1070
元，分红最高的达3900元。图为分红现场。 李幸 摄

本报讯（康靖华）10月 20日，全
国总工会组织部“送教到基层”培训
班在延安开班。全总组织部副部
长、一级巡视员王利中，省总工会副
主席张剑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
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黑树林出席
会议并致辞。

王利中强调，各级工会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
重要论述，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努力在提高政治
能力、专业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改
革创新能力上下功夫。要强化政
治能力，更好地承担起引导职工群
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把职
工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
的周围。要补齐专业能力，具备精
益求精、坚韧执着的专业精神，清
楚干什么，懂得怎么解难题、怎么
防范风险的专业素质。要提高群
众工作能力，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提升团结引领、组织动员、服务群
众的素质能力。工会各级领导干
部要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工会
工作，推动工运事业不断发展前行。

张剑表示，全省各级工会要自
觉接受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全面加强工会系统党的建设。
要积极践行工运时代主题，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不
断推进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要加强对职工
的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开展立体化、互动式的理论宣讲
活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心入
脑、落地落实。要切实加大维权服务力度，始终站在职
工群众当中，把维权服务工作牢牢地抓在手里。要坚持
深化工会改革创新，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通俗化。

黑树林在致辞中表示，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在延安举
办培训班，充分体现了全总对老区广大职工群众和工会
干部的关心厚爱，对于提升延安工会干部队伍整体素
质，开创延安工运事业新局面必将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此次培训务实管用、针对性强，希望大家珍惜难得的学
习机会，以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和求知如渴的精神状
态，全身心参加培训，做到入脑入心、学以致用，切实推
动基层工会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据了解，为期 3天的全总组织部“送教到基层”培训
班，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
论述、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企业民主管理和工会
资产管理等工作进行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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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英峰）在10月17日召开的全省脱贫攻坚
表彰大会上，商洛市总被授予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商洛市总工会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在脱贫攻
坚期间，各单位工会安排不低于一定比例的职工福利费
用于消费扶贫；将扶贫产品纳入各级工会“送清凉”“送
温暖”慰问品采购清单；组织职工到具备条件的贫困地
区开展春游秋游、乡村体验、拓展训练等工会活动；围绕
扶贫产业组织开展各类劳动技能大赛，促进扶贫产业发
展；鼓励职工直接认购贫困户的农特产品，增加群众收
入。据统计，2019年以来，全市工会用于采购扶贫农特
产品资金达 3000多万元，有力地促进了消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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