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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西安白鹿原影视城的演职人员为游客表演节目。
为了鼓励外地工友就地过年，《装台》《白鹿原》等多部影视剧拍

摄地西安市蓝田县前卫镇白鹿原影视城，对留陕过年的务工人员及
其子女免费开放，并制定多项特惠政策，让他们在快乐游玩中感受
节日的喜庆氛围。 陶明 摄

零距离感受影视文化魅力

《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印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从2021年开始，
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届。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要求，保证换届
工作顺利开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2021
年 1月，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
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
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各地在换届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规定，要严明换届纪律，坚决维护
换届工作严肃性，严禁结党营私、严禁拉票贿
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个人说
了算、严禁说情打招呼、严禁违规用人、严禁跑
风漏气、严禁弄虚作假、严禁干扰换届。

《通知》强调，广泛开展谈心谈话，提醒重
点岗位干部和相关人员带头严守换届纪律，
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深入细致
做好进退留转干部的思想工作，教育引导他
们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正确对待职务变
动，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经受住名、
权、位的考验，自觉接受和服从组织安排。
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严肃换届纪律
教育警示专题片，注意利用本地查处的违反
换届纪律案件开展警示教育，采取召开民主
生活会、警示教育会等形式，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促使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自觉遵
规守纪。

提出换届纪律“十个严禁”

创新作为架起党政与职工的连心桥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建好职工之家竭诚服务职工侧记

建设深受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
是工会工作的永恒课题。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
干部认真履行工会参与职能、维护职能、建设职能、教育职能，广
泛开展“往职工中走，往心里做，往实处落”行动，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职工群众根本利益，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前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授予我省一批基层工会、工会

干部“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模范职工小家”“全国优秀工
会工作者”荣誉称号。为树立典型、宣传好他们的先进经验和
事迹，本报从今日起开设《建设职工之家 做好“娘家人”》专
栏，以此激励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忠诚党的事业、服
务职工群众，团结带领全省职工群众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奋力
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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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职工之家
做好“娘家人”

新年伊始，从陕西省总工会传来好消
息：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工会荣获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荣誉称号。

这是继该公司工
会荣获陕西省模范职
工之家后，全面落实
职工维权保障工作、
用心用情当好职工

“娘家人”所取得的新
成绩。多年来，该公
司工会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统领，对
照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创建标准，积极完善

各项制度和组织基础，不断提升服务企业
及职工的能力和水平，致力于打造职工信

赖的职工之家，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政协同 竭诚当好职工“娘家人”
该公司工会自 2013年成立以来，始终

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按照全
总和省总的要求，充分发挥工会四项基本
职能，忠诚履职、创新作为，架起了党政与
职工的连心桥。

公司工会主席赵春棠说：“我们之所以
成功创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离不开党政
的领导和支持。”在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和
行政的大力支持下，多年来，该公司工会将

“冬送温暖、夏送清凉、金秋助学、春送温
暖、日常帮扶”工作常态化，并创新性地建
立了职工大病医疗帮扶工作机制，扎实开
展全员健康体检、职业病筛查、女职工“两
癌”筛查，筑牢了职工健康防线，进一步提

升职工的生活和医疗保障能力。
连续十余年，公司党政在足额保障工

会经费拨付的同时，近几年围绕工会工作
为职工落实“十件实事”，系统解决了职工
的衣食住行问题，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郗九生荣获了“全国优
秀工会之友”称号。公司工会以职工为本，
坚持开展“五必谈六必访”活动，时时刻刻
了解职工需求，扑下身子解决职工关心的
事、烦心的事、揪心的事，使工会真正成为
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

劳模引领 创建职工素质提升新舞台
全面开展经济技术、技能比武、安康杯

竞赛、三小一练等活动，累计申报职工创新
项目 520余项，获得国家科技专利 22项，产
生经济效益6000余万元。 （下转第二版）

开展职工文体活动开展职工文体活动。。（（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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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2月 2日，记者从省
总工会获悉，为迎接 2021年新春，省总工会携
手京东西北物流分公司，为陕西工会会员送出
1000份京东服务+清洗券，让职工干干净净迎
新春、红红火火过大年。

活动自 2月 3日开始，仅限已实名登记的
陕西工会会员，下载陕西工会APP，注册认证
后，在“工会活动”专区点击“京东服务+清洗券
免费领取”，填写相关信息，即可领取 1份羽绒
服+运动鞋清洗礼包，每人限领 1份，领完为
止。领取成功后，京东服务+客服将致电确认
上门时间，并由京东快递免费上门取衣，服务
有效期截至2021年8月3日。

为工会会员送出千份京东服务+清洗券
省总携手京东西北物流分公司

冬风凛冽，西安华清池的荷花池已冰冻
三尺。绕过荷花池，来到五间厅，玻璃窗、
墙壁上的弹痕清晰可见。看着各个房间按
原貌摆放的桌子、床等，耳边仿佛响起了激
烈的枪战声……

1936年 12月 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
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

留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中外震惊。但兵

谏不是偶然。日本 1931 年策动
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
境，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此
时，民族危亡。蒋介石坚持“攘
外必先安内”；艰难跋涉在长征

路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
侮”的真挚呐喊；1936年 12月 9日，西安 1万
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1周
年，在寒冬中示威游行，群众愤怒达到高潮。

事变之后，国家将走向何方？周恩来同志
应张学良之邀，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

此时，局势危疑震撼。各种势力伺机而

动，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虎视眈
眈。我党对事变的发展，估计有两个可能的
前途：一是内战爆发，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
的顺利条件；二是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
而得到早日的实现。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中华民
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
方针。12月 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
城谈判。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
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
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毛泽东称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英雄的忠魂彪
炳史册。

昔日深藏于林木中雕栏飞檐的杨虎城止
园别墅、大隐于学校旁中西合璧的张学良公馆
等8处旧址，如今组成了西安事变旧址群，成为
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用硅胶塑像的方式再现了西安
事变和平谈判的历史瞬间。”西安事变纪念
馆的讲解员侯敏行指着西楼的会议室说，
这里陈列着原本的摆设。随其再上一层，来
到张学良房内，堂屋东墙上悬挂着一张当时
的全国地图，地图下边沙发前茶几上的烟
灰缸里，似乎还遗留有当年张学良心中疑
虑的烟雾。 （龚仕建 张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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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1 月 31 日公
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行动方案》，面向今后 5
年，提出51条具体行动举
措。这为推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列
出了路线图。

市场体系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有效运转基
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明确提出，要实施高标
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有与之相
匹配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作为支撑。推出行动方
案，正是落实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为“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的务实举措。

“高标准”高在哪？
行动方案中提到的 16 个
字很重要——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
完善。这本身就体现了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
更好结合，更加强调制度
的完备性、更加强调公平
竞争、更加强调政府维护市场秩
序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性。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是这
份方案的一大特点。行动方案

着力从制约市场体系发
展最突出、群众反映最迫
切、社会各界最关注、市
场监管最薄弱的环节和
领域入手。比如，方案明
确提出加强平台经济、共
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反
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
制等行动。又如，针对各
种坑蒙拐骗、消费者维权
能力弱现象，方案提出加
强消费维权制度建设、大
力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
管等举措。

这份方案，关键打在
“行动”二字上。围绕夯
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推
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改
善 提 升 市 场 环 境 和 质
量、实施高水平市场开
放、完善现代化市场监
管机制等五个方面，方
案一揽子提出 51 条具体
行动举措，明确相关部
门责任分工、行动路径
和推进方式，以5年为一
个行动周期，压茬动态调
整具体行动，努力做到有
行动、可行动、能行动，行
动能落地、能见效。

诚如此言，世界上最
远的距离是知道和做到
之间的距离。行动方案
重在行动。今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各方面要

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
切实行动，上下联动、通力合
作，做好这项事关全局的系统
性工程。 （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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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 截至 2020年 12月底，全国基本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9.99亿、2.17亿、
2.68亿。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5.02万亿元，总
支出 5.75万亿元，累计结余 6.13万亿元，基金运行
总体平稳。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35亿，电子
社保卡累计签发超过 3.6亿张。

据了解，截至 2020年底，所有省份均启动实施
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
筹相关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工伤保险基金也实
现省级统筹。截至目前，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工作全面完成，惠及超过 1.2亿退休人员。失业
保险保障范围扩展至所有城乡参保失业人员，
2020 年有 1337 万人领取不同项目的失业保险待
遇，比 2019年增加 841万人。另外，所有省份均启
动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合同规
模 1.24 万亿元，到账金额 1.05 万亿元。全国 32 个
统筹区已启动职业年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基金规
模突破 1万亿元。

针对公众关注的社保费“减免缓”政策，相关负
责人表示，人社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减免企业社
保费政策。从2020年2月份到12月底，养老、失业和
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免、减、缓、降等政策合计减费1.54
万亿元。作为一项临时性支持政策，阶段性减免社
保费政策已于 2020年年底到期，三项社会保险费从
2021年1月1日起已按规定恢复正常征收。

我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6.13万亿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湿地面积20.26万公顷
■全国网上年货节前十天实现零售额3441.1亿
■两部门发布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案例
■今年元旦起国家集采冠脉支架开始陆续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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