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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观设计专利年申请量达71.2万件
■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上调237个基点
■第22届高交会闭幕 1790项新产品首次亮相
■32家博物馆近日成立“大运河博物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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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于
2020年 6月印发《关于开展“五星级”厂务公开职代
会单位确认工作的通知》精神，各市、省级各产业工
会及省总工会各单列单位认真组织、严格把关、积极
推荐。经省协调小组办公室对照申报条件认真审
核，省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联合评审，现将省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拟确认的全省“五星级”厂务公
开职代会单位予以公示（名单详见第二版），接受广
大职工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如有不同意见，请于公
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2020年 11月 23日 17时前）
向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反映。

电话/传真：029-87329837
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

2020年11月17日

关于全省“五星级”厂务公开职代会单位的公示

本报讯（陈若怡）11月 12日，全国纺织行业“学邓建
军科研组·建创新型班组”工作交流会暨陕西省纺织行
业争创“赵梦桃小组式先进班组”“梦桃式最美奋斗者”
学习推介交流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部分省市行业
主管部门的代表、全国纺织服装企业党委和工会的负责
同志、各省市纺织企业班组长等200多人出席会议。

本次大会总结推广了全国纺织行业“学邓建军科研
组·建创新型班组”的先进经验，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等 5家企业作了交流发言。会议还表彰了 2020年度“赵
梦桃小组式先进班组”和“梦桃式最美奋斗者”。

全国纺织行业班组建设交流会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促进管
理层与职工群众的联系沟通和贯彻落实《陕西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近日召开推
进听证会制度落实暨母婴关爱室工作座谈会。

会议分职工听证会制度落实和母婴关爱室建设两
个阶段进行，陕钢集团、陕鼓集团工会重点介绍了职工
民主评价活动和职工听证会制度运行的实践和经验。
陕汽集团、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和中联西北院工会重点介
绍了母婴关爱室和爱心托管班建设情况，参加座谈的其
他单位工会主席分别就两项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推进母婴关爱室建设

本报讯 11月 15日，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闭幕式
上，文华奖获奖名单揭晓。由著名作家阿莹编剧、国家
一级导演沈斌执导、西安易俗社排演的大型秦腔新编
历史剧《李白长安行》从众多剧目中脱颖而出，获得第
九届陕西省艺术节“文华优秀剧目奖”。

大型新编秦腔历史剧《李白长安行》作为陕西省第
九届艺术节“文华奖”参评剧目，于 11月 4日至 5日在宝
鸡大剧院上演。该剧主要讲述唐天宝年间，诗人李白被
招为翰林供奉入朝，巧遇故交薛仁因科考论及边关书禁
而未入三甲，无缘在殿试与相爱的姑娘花燕见面。李白
献诗《清平调》，使唐明皇杨贵妃大喜，趁机劝谏唐明皇
成全薛花二人的爱情，并能够开放书禁。谁知李白的劝
谏惹恼了权贵，导致薛仁被关，自己也被软禁。李白一
再上书，最终唐明皇被李白的执着所感动，在杨贵妃的
劝说下放薛花二人出宫团圆，并同意开放书禁。而李白
也在此过程中看清了自己入朝只是为皇帝消遣助兴，并
不能施展才华为国效力，最终辞官归隐江湖。

编剧阿莹和该剧演员在一起编剧阿莹和该剧演员在一起。。

《李白长安行》获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
“文华优秀剧目奖”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16日介绍，1 至 10 月
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09万人，提前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10 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 5.3%，比 9 月份下降 0.1 个百
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付凌晖当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
绍，10月份，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积极成效持续显现，国民经济运
行延续稳定恢复态势。

从生产来看，工业平稳较快增长，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9%，增速与 9 月份持平。10月份，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快于规
模以上工业 3.9个百分点。服务业加快恢
复，10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 7.4%，增速比 9月份上升 2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市场销售持续回暖，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3%，比 9 月份加快 1 个百分点，餐饮收
入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固定资产投
资稳步回升，1 至 10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8%，比 1 至 9
月份加快 1个百分点。此外，货物进出口

保持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付凌晖表示，总的来看，10 月份国民

经济持续恢复增长，“六稳”“六保”任务
落实成效进一步显现。但也要看到，全
球疫情蔓延在欧美等国家造成二次冲
击，进一步迟缓世界经贸复苏进程；国内
经济仍处在恢复进程中，经济全面恢复
仍面临诸多挑战。

我国提前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任务

本报讯（孟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十三五”时期，我省就业政策
成效明显，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面对
凸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增多的外部环境
挑战，未来5年全省就业工作如何推进？

省发改委、省人社厅近日透露：我省将
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共同发力，拓展就业空
间，扩大就业容量，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
动力供给质量，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省就业工作
的主要目标包括：就业规模保持稳定，就业
结构更加合理；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平衡，劳

动者就业更加充分；创业环境不断优化，带
动就业效应更加明显；劳动者就业能力明
显提高，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

为实现目标，我省将进一步强化就业
优先政策。坚持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
政策层面，制定改革发展、产业调整、社会
管理等重要政策时，统筹考虑政策实施可
能对就业吸纳能力、就业创业环境、就业质
量、公平就业等产生的影响。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
稳定和扩大就业。完善失业监测和预警机
制，有效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

突出保障重点群体就业。我省将继续
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摆在就业工

作突出位置，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促进计划；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创造更多
适合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统筹做好退
役军人、残疾人等群体就业工作，对就业困
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我省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
创业成本；放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适度扩大担保基金规模；推出一批省级返
乡创业示范县，创建一批省级返乡创业园
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同时，通过支
持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等，促进
多渠道灵活就业。

大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我省
将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深入开展

企业职工培训，稳企稳岗稳就业；加快公
共实训基地建设，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培
训，增强就业竞争力；实施技工教育“强基
工程”，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一
大批适应陕西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
技能劳动者；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构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我
省将以建设“实名制”动态就业服务系统
为牵引，夯实基础数据库，实现“纵向省
市县贯通，横向多部门互联”，打造全省
统一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为各类劳动
者提供精准化、便捷化、智慧化职业生涯全
周期服务。

陕西全力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
提出的明确目标，在航空工业快速转型发展
的关键时期，中航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庆安公司）经历了多元化机制的
积极探索，经历了聚焦主业的加速升级。一
代代庆安人崇尚创新、敢于突破，走出了一
条从测绘、仿制到自行设计、自主研发，从单
一产品到系统集成的创业、兴业之路。

科技创新 提升企业竞争力
2010年以来，庆安公司围绕“成为中国

优秀飞机附件供应商”愿景，以“两个转变”
为抓手，研发和制造为代表的综合能力得到
快速发展，行业地位、产业规模进一步提升，
制造方面实现了由传统制造方式向数字化

制造方式的转变，科研方面实现了从生产科
研型企业向科研生产型企业的转变，企业竞
争力持续提升。构建了 A、L、C、C 技术体
系，公司新的业务领域不断得到拓展，专业
及产品覆盖了空、海、陆、天。

近年来，庆安公司坚持科技创新驱动，
加快转型升级，公司从产品级供应商逐步跨
入系统级供应商行列，部分系统已成为行业
首选或行业领先，充分体现了多年来科技研
发的持续创新力。

2020年，该公司参与配套的系统及产品
随某型机项目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十三五”期间，该公司共评出
114项科技成果奖，其中 18项获得省部级以
上奖励。截至目前，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 145项，这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庆安人坚
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写照。

管理创新 助推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庆安公司伴随着一系列型号

的成功研制正在快速成长。从 2014年推进
系统工程以来，根据航空工业的规划要求，

系统工程团队将“建模型，用模型”的思路
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试点覆盖了公司 4 大
专业 9大系统。

到“十三五”末，公司已全面开展了平
衡计分卡等管理工具的应用，注重管理工
具与项目实践相结合，通过不断总结与提
炼经验，最终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创新
成果。从 2011年至今，公司获得部级及以
上创新成果奖累计 17项，获得国家级创新
成果奖累计 6项。

创新成果是以公司战略规划制定为切
入点，围绕主机的需求，通过能力提升，促
进公司产品从部件级向系统级转变，最终
为客户提供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

创新人才 凝聚核心力量
现已八旬的岳治玉老人清楚记得 1978

年年底在公司召开的航空设备研究所成立
大会时的情景。“企业再困难也要组建一支
我们自己的研发队伍。”这是那次大会上他
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如今，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已打造了一

支专业技术水平过硬的优秀科研团队，拥有
500多名设计员。其中，有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人才 200 多名，
有 11 位骨干技术人员被集团公司聘任为
航空工业集团技术专家。老一辈设计员
的钻研创新精神在一代代年轻设计员身
上接续传承着，一批 80后设计员成为研究
所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众多产品研制任务
中独当一面，甚至引领技术前沿。

现已成立以王吉刚、王卓岗、曹卫锋、
蒲旭连、余喜生、任新俊、杨勇命名的多层
级、多工种的劳模、技能大师和职工创新
工作室。其中，王卓岗、王吉刚劳模创新
工作室被命名为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职
工（劳模）创新工作室。王卓岗的“平面研
磨操作法”、蒲旭连的“不锈钢滤网焊接
法”被评为“陕西省职工先进操作法”。

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面
对未来的挑战，庆安人更加自信地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用改革创新的激情描绘未来
美好的发展蓝图。 （王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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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让庆安公司加快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11月16日，光明日报社和经济
日报社在北京联合发布了第
十二届“全国文化企业 30强”
名单。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等30家企业进入行列，西安
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名列其中。从本届“30
强”企业有关情况看，骨干文
化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有机统一，总体规模实力进
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持续稳定增强，体现了文
化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本

届“30强”2019年度合计主营
收入 4346 亿元、净资产 5519
亿元、净利润503亿元，三项指
标均创历史新高，分别比上届

“30 强”增长 4.4%、51.8% 和
10.3% ，且净资产首次突破
5000亿元大关，净利润首次突
破500亿元大关。

为鼓励文化企业深化改
革、加快发展，光明日报社和
经济日报社按照鼓励先进、支
持创新等原则，继续发布了

“30强”提名企业，对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等 20家企
业予以提名。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第十二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发布

本报讯（秦印）陕西银保
监局日前透露：“十三五”期间，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已成为陕西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9年年末，全省12个市区18
个大病保险项目覆盖全省城
乡参保群众3100多万人。

5年来，我省大病保险累
计赔付超过60亿元，赔付人次
超过 129 万，最高单笔赔付

59.61万元，参保群众承担的医
疗费用较大病保险运行前平
均减少 14个百分点。大病保
险制度 2015年年底在陕西全
面建立。2017年，全省统一将
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下
调至3000元。2018年年底，实
现了全省县域医院大病保险
服务窗口全覆盖。截至 2019
年年末，大病保险已对贫困人
口累计赔付金额9.67亿元。

11月16日，工人在阿里巴巴数字农业西安集运
加工中心水果智能分选打包线上作业。

今年双十一当天，阿里巴巴数字农业西安集运
加工中心9个小时内涌进超过20万个农产品订单，
远超日处理15万单的极限。

据介绍，为了把优质农产品变成商品，以最快的
速度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里，甘肃洋葱、宁夏土
豆、新疆小白杏、库尔勒香梨已列入计划。一年内，
将有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五地的近百种果
蔬从西安“闪送”全国各地。 袁景智 摄

阿里巴巴数字农业西安产地仓开仓

我省居民大病保险惠及3100多万人

据中工网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 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
物”发布活动，近日揭晓评选结果。

10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分别是：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班组长胡
胜，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
特级技师崔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锻铸钢
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锻造班长刘伯鸣，中信重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班长杨金安，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工人周皓，大连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军品总装二部钳工班长戴振
涛，一汽铸造有限公司产品技术部模具制造车
间班长李凯军，福建腾晖工艺有限公司高级工

艺美术师郑春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三
工厂工人孙红梅，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
港集团宁波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
吊班大班长竺士杰。

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自
2019年7月启动，采取各省级工会、各全国产业
工会推荐，与职工群众推荐、自荐相结合的方
式。组委会办公室经过认真审核材料、广泛征
求意见、反复对比遴选，从推荐人选中初选出50
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候选人。相关领域知名
专家、著名劳模代表、资深媒体人士组成的专家
评委会，经过严格评审，从候选人中最终评选出
10位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