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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会 声 音

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在脱贫攻坚
大局中积极推进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去年，我
省累计脱困各类困难职工 22386户，截
至 2020年 12月 30日，我省全国级困难
职工在档数 2115户。

“目前，这部分在档困难职工，大
多是本人残疾、大病或供养直系亲属
大病致困，自我脱困能力非常弱，部分
困难职工更是多种致困因素叠加，贫

困程度深，解困脱困难。”省政协常委、
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
志毅说。

吴志毅介绍，目前主要面临精准
识别难度大，重度困难职工、困难家庭
解困难度大，以及纳入政府兜底保障
难三大问题。

精准识别难度大。困难职工的认
定需要统筹职工家庭全员信息情况。
当前，在开展这项核实工作时，更多是
依据职工提供的信息，没有渠道、权力
去核对困难职工家庭较为隐私的信
息，特别是家庭拥有财产情况、其他成
员收入情况等，致使核查甄别不准确，
影响精准脱困效果。

重度困难职工、困难家庭解困难

度大。由于家庭失去造血功能，长期患
有重大疾病，加之所在企业经营困难，
难以给予困难职工更多帮扶，仅靠工会
常态化帮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纳入政府兜底保障难。根据实际
情况反映，不少困难职工属于低保边
缘户，因有单位缴纳社保，按政策不
能享受低保，由此带来以低保为依据
的助学、助业、助医等帮扶政策大都不
能享受。

对此，吴志毅建议：协调有关部门
向企业开放困难职工相关数据，提高识
别精准度。由省总工会协调民政、人
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建
立信息共享平台，对企业开放申报困难
职工和已建档困难职工的家庭信息，为

下一步开展解困脱困工作、制定具体
帮扶政策提供真实数据基础。同时，
将有关部门，如教育、民政、人社等惠
民、勤工助学等相关文件政策实时更
新到信息平台，方便企业与政府对接。

推动将重度困难职工、困难家庭
纳入政府兜底保障。由省总工会牵头
联合人社等相关部门推动将重度困难
家庭纳入政府兜底，享受部分以低保
为依据的助学、助业、助医等帮扶政
策。重度困难职工纳入低保的标准
以及享受政策的范围需相关部门结
合实际进行研究制定，以确保失去造
血功能的重度困难职工以及还未解
困脱困的重度困难职工享有一定的帮
扶和照顾。 本报记者 王何军

省政协常委、省总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

加大城市深度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帮扶力度

省政协委员、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永
乐把目光聚焦在提高农民工健康保障
水平上。

“健康意识淡薄是不少农民工存在
的问题。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9亿人，这个群体流动性大，收入较低，

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张永乐说。
他表示，省总工会在深入建筑企业

走访调研中了解到，许多建筑工地较为
偏远，造成农民工看病就医不方便、不
及时。很多建筑企业并未给农民工提
供免费体检，农民工怕花钱或者没有健
康体检意识，有人认为“小病”不用治，
有人因为工作忙不好请假，有人认为大
城市的医疗资源紧张，去医院体检看病
又花钱又费时间。

“这样的观念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张永乐说，“在一些地方，农民工家庭因

病致贫、返贫问题十分突出。”比如，某建
筑公司就曾在 3年内发生 3起农民工因
高血压发生作业事故导致意外事件。

实践中，针对农民工健康权益保障
问题，各地各部门都曾做过不少有益尝
试。但由于受到地域、管理、经费及人
员等方面限制，农民工及时就医和定期
体检的覆盖面仍然较窄。

结合基层实践经验，张永乐建议：
以政策扶持支持具有国家特级、一级、
二级建筑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建立“工
地流动医疗站”，对工地农民工进行日

常疾病防治，为患有疾病的农民工及时
提供医疗指导、就医指南和监督用药等
跟踪服务。

把“工地流动医疗站”作为文明工
地考核重要内容，以加强建筑施工企
业对农民工健康权益的重视；鼓励医
疗机构开展义诊活动，适当向大型、人
员密集的建筑工地倾斜，为农民工提
供义诊服务；鼓励大型建筑施工企业
与所在地区医院建立绿色通道，解决
急危重症农民工的就诊转诊服务。

本报记者 王何军

省政协委员、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永乐

建“工地流动医疗站”提高农民工健康保障水平

陕西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今日开幕
1月26日至29日举行 会期4天

大会将听取和审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

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草案）；审查和批准陕西省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陕西省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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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凝
心聚力启新程，砥砺奋进续华
章。1 月 25 日上午，政协陕西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在陕西宾馆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
徽高悬在主席台正上方，与分
列两旁的十面红旗相映成辉。
会场悬挂的巨幅标语“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只争朝夕、真抓实干，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
新篇章”庄重而醒目。

省政协主席韩勇代表政协
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省
政协副主席陈强、祝列克、李晓
东、李冬玉、魏增军、杨冠军、王
卫华、刘宽忍、王二虎和秘书长
闫超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
会由陈强主持。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刘国中，省委副书记、省长
赵一德，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副主任马中平，省委副
书记胡衡华，省委常委张广智、
梁桂、徐新荣、王晓、王兴宁、庄
长兴、王浩、杨志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政府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
察院代检察长，省武警总队司令员、政委，其他
副省级领导同志和老同志，以及十二届省政协
常委在主席台就座。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567
人，实到 505人，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9时，陈强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
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全体
起立，高唱国歌。

会议首先通过了政协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韩勇在报告中指出，过去的一年，在中共
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十二届省政协及其常委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团结带领全
体政协委员和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
族各界人士，立足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大局，

积极建言资政、自觉凝聚共识，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
责任担当。

韩勇强调，2021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也是陕西新时代
追赶超越的关键之年。省政协
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转化为内在
主动。全面贯彻中央政协工作
会议部署，认真落实中共陕西
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要求，深
刻认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加强
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多层次、多
形式开展协商议政，持续提升
建言资政实效，不断提高凝聚
共识水平。着力提升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推动解决市县
政协“两个薄弱”问题，加强机
关党的建设，提高机关服务水
平，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

受十二届省政协常委会委托，王二虎向大
会报告了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
作情况。

省委、省政府工作部门和有关方面的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1月25日，政协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
杜静波 摄

省政协主席韩勇代表政协陕西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陕西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西安开幕陕西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西安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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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太阳升……”悠扬的《东方红》
乐曲结束，整点的钟声从矗立在郑州的一座
独特的连体仿古双塔塔顶传来，回响在周围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与这些高楼相
比，这座高 63米的塔似乎不够“魁梧”，与郑
州悠久的历史相比，这座塔又显得非常年轻，
但它却是郑州的地标性建筑，也是郑州人的
精神之塔，这就是——郑州二七纪念塔。

“不到二七塔，就等于没到过郑州。”足见
二七纪念塔在郑州人心中的地位。而二七
区、二七路、二七广场、二七商圈……这一个
个名称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座城市与一
段历史割不断的联系。

“这面墙上的浮雕，再现了当时京汉铁路
总工会成立大会时的场景……”郑州二七纪
念馆社会教育部讲解员陈默说。

郑州位于京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处，
铁路工人集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
重要地方。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
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铁路沿线开展工人
运动。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已建立起
16个分工会，为成立总工会奠定了基础。

1923年 2月 1日清晨，各地代表齐集郑
州，从郑州火车站出发，向总工会成立大会会
场——普乐园挺进。

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面对全
副武装的敌人，代表们毫不畏惧，冲破军警的
包围圈，冲进会场。在一片欢呼和口号声中，
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大声宣布京汉铁路总
工会成立。

2月 1日晚，总工会秘密召开紧急会议，
为争人权争自由，决定在2月4日举行全线总
罢工。

面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军阀吴佩孚决定用武力镇压。
2月 4日上午 9点，郑州分工会工人们齐集机厂煤台，高斌

拉响三头汽笛，宣布罢工开始。随后，江岸从 10点起，长辛店
从 11点起，先后宣布罢工。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南到北一
千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上，三万工人实现了总同盟大罢工。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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