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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工会2021年第一季度工会主席工作例会发言摘编

力争陕西工会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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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完善相关举措破解企业“退出难”
■文化和旅游部：建议游客坚持非必要不安排出境旅游
■第四批国家药品集采开标 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52%
■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 工信部部署提升5G服务质量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传统观念正在改变。“团
聚会有时，平安才是福”已成普遍共识。

在距离汉中勉县县城 21公里的镇川镇郭家坝，
县人社局帮扶干部史小强带着米面油及红包，来看望
他的帮扶对象——80多岁的留守老人潘清芳。老人
的儿子薛云成，常年在江苏句容一建筑工地务工。受
疫情影响，今年薛云成响应政府号召，决定留在务工
地“就地过年”，老母亲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老人儿子不在身边，体力活我都包了。”史小强
挑满水，又劈好柴。潘大妈高兴地给儿子打电话：“我
在家挺好的，你放心吧！”

除了留守老人潘清芳，溢水镇西山村留守妇女刘
红丽一开始对外出务工的丈夫还有些埋怨，后来经人
社干部耐心解释，她对丈夫“就地过年”的行为表示理
解和支持。

据了解，我省开展的“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
主题专项行动，包括鼓励引导企业采取以岗留人、以
薪留工、改善就餐条件等措施，吸引外地员工尽量留
在就业地安心过年；鼓励企业灵活安排在岗培训和技
能提升培训，设立稳岗留工服务专线和就业服务站
点，畅通人岗对接渠道。引导用人单位和务工人员在

“秦云就业”微信小程序注册，加大线上招聘服务供
给，持续优化就业服务。 （独萍 张敏）

“就地过年”温暖不缺席
——陕西人社“稳岗留工”行动小记

陕西科技活动产出指数全国第四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2月3日，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最新统计
数据，全省科技活动产出指数 75.97%，位列全国第
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584.58亿元，创十年来新高；
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1500亿元，位居全国前列；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59.2%。

据介绍，2020年，全省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部
署了先进金属材料、高端集成电路与先进半导体器
件、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4个
科技重大专项，启动重点产业创新链 27条、创新点
274个；省中小企业研发服务平台注册研发机构 430
家、企业 6600家；“嫦娥”探月、珠峰测高、北斗组网、

“华龙一号”首堆投入运行均体现了陕西科技担当。
同时，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一批突
破性科技成果。创新型企业数量大幅增长。

2月2日，距大年三十还有9天时间。
早 8 时，在陕西浪洁科技有限公司 84 消

毒液生产车间，64岁的管理员辛养余已经把
贴好标签的瓶子送到生产线，为一天的生产
做好准备。

该公司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 84消毒液生
产企业，为确保春节期间正常供货。十几名一
线职工从1月6日开始，每天工作13个小时，保
证在春节放假前库存量达到1.5万箱的标准。

“提早生产，保证库存有货，让大家安心
过年。”辛养余说。

同辛养余一样，38岁的装箱工刘勇也早
早来到车间，和同事们开始忙碌。

从上瓶到装箱，整个生产线总共有 6 个
环节，刘勇负责最后一个环节。这个工序不
仅要求装箱速度快，更重要的是把好最后一
道检查关。检查瓶盖是否拧紧、标签是否贴
好、生产日期喷码是否完整、灌装量是否充
足、瓶子是否完好，确保装箱产品质量。

“我已经干了 12年了，时间长了，现在看
一眼就能知道哪个没盖紧。”刘勇说。一箱
30 瓶，加上检查时间，刘勇 90 秒就能装完一
箱，每天能装四五百箱。

“去年疫情期间，在原材料紧缺涨价的情
况下，我们坚持没有涨价。今年原材料充足，
更没有理由涨价，与大家一起抗击疫情。”企业
负责人王波说。 实习记者 董欣

这里消毒液生产忙

工会“有约”“e起”过年
——陕西工会消费扶贫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2月 3 日，记者从
省总工会获悉，为倡导广大职工群众过年期
间不出陕、不返陕，省总工会携手省通信管理
局及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为留陕过
年的外省户籍（以身份证号为准）陕西工会会
员送出 5 万份 300 分钟通话时长和 20G 流量
通信礼包。

活动时间为 2月 4日至 8日，参加活动时
手机号码在陕西且归属为陕西省。会员登录
陕西工会APP里的“拜年亲情通信礼包”参与
活动，通话时长与流量须在 2月 10日至 28日
使用，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省总工会携手省通信管理局

为工会会员送出5万份拜年亲情套餐

1990 年 7 月出生的范学军是商洛市
商南人，2008年 3月参加工作，现任陕煤
韩城矿业公司象山矿井综采一队生产一
班班长。 2010 年被公司评为优秀采掘
工，2012年、2017年两次荣获韩城矿业公
司劳动模范；2017 年荣获陕煤集团劳动

模范；2018 年荣
获韩城矿业公司
班组安全建设标
兵；先后 6次获得
象山矿井优秀采
掘工荣誉称号。

2020 年 12 月
底，由陕西省总工
会举办的寻找“三
秦最美农民工”评
选活动揭晓，他荣
获首届“三秦最美
农民工”称号，也
是陕西能源系统
唯一获此殊荣的
农民工。

扎根一线 艰苦创业
范学军初中毕业就在家人的影响下毅

然来到煤矿，一干就是十多年。初到煤矿，
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家人的担心和牵挂，
他并没有退缩。

参加工作 12 年来，范学军一直工
作在井下采煤一线，从普通职工到综
采班长，他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
强 拼 搏 的 意 志走上班长岗位。 2016-
2017年，范学军带领班组职工先后在多个
工作面取得骄人业绩。2017年，他带领的班
组全年生产原煤35万吨，占象山矿井综采一
队原煤产量的40%以上。2018年，生产44.7
万吨，占综采一队全年生产总量 39%；2019
年，生产42.5万吨，占综采一队全年生产总量
38%；2020年，生产32.6万吨，占综采一队全
年生产总量 35%。

十多年来，范学军扎根矿山，以矿
为家，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凭着那股子
不服输的闯劲干劲，多次荣获象山矿
井、韩城矿业公司、陕煤集团公司劳动模
范称号。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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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海弄潮竞风流
——记三秦最美农民工、陕煤韩城矿业象山矿井综采一队范学军

工作中的范学军工作中的范学军。。

全国劳模全国劳模、、大国工匠张新停大国工匠张新停（（左左））正在直播带货正在直播带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工匠农户带货直播
吸引百万观众

“马上要过年了，大家都会包饺子过新
年，咱们5公斤的饺子粉价格是51元，如果您
通过陕西工会APP购买，还可以领取满 50减
40的优惠券，开通云闪付支付再优惠10元，算
下来只需 1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家。”2月 1日，
在省总工会举办的“工会爱心 go 吉祥中国
年”直播带货活动现场，两位主播正讲解着消
费扶贫商品。

直播现场还邀请到全国劳动模范、大国
工匠张新停和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先进民营企业——乞丐酱驴肉技艺第四代
传承人李鑫。

“我是来自一线的钳工，这是我在机床上
钻的四个字——牛年大吉，祝大家在新的一
年‘牛’转‘钱’坤、牛气冲天！”张新停解释，这
是他用4毫米钻头钻出来的，只有钙化的蛋壳
部分被钻透了，里面的薄膜完好无损。

张新停说：“作为劳模，不管什么时候都
要起示范作用。直播展销的农产品是农民
辛勤劳动获得的，卖出产品既能增收，也是
对自身劳动的肯定。”

李鑫说：“2020年的疫情对餐饮和肉食加
工企业影响很大，幸亏陕西工会支持，我们先
后带动 1316户贫困户 3826人脱贫，农民收入
提高了、信心更足了。”

直播带货结束时，记者看到，观看直播人

数超过了110万。
省直机关年货展销

产品获赞
“您好，请扫码下载

陕西工会APP实名注册
领取消费扶贫优惠券。”
2 月 1 日至 2 日，陕西工
会消费扶贫年货节走进
省直机关，在现货展销
区，工作人员忙着介绍，

“现场展示的只是部分
扶 贫 产 品 ，陕 西 工 会
AAP 上还有上千种，米
面粮油、生鲜水果、干货
副食……你想买的年货
都有。”中午时分，展销
区引来许多会员围观。

“这些农产品真是质
优价廉，我做过一年的第
一书记，对发展产业扶贫
深有感触，陕西工会通过
消费扶贫平台支持贫困
户脱贫增收就是扶在了点上。”在粮油展示
区，工会会员史捷连连点赞。

陕西粮农营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惠嘉乐告诉记者，“陕西粮农通过与省总工
会合作，实际考察对接扶贫企业，利用自身
规模优势、仓储物流和质量把控体系，能集

采到更多优惠产品，并且质量有保障，让消
费者更放心。”

省总工会网络中心主任冯曦介绍，省总
工会消费扶贫采购平台上线以来，得到多方
支持，会员采买热情高涨，截至目前，平台销
售额已经突破 1 亿元大关。平台产品会不

断更新，职工会员不仅可以在陕西工会APP
上领取省总工会发放的消费券购买扶贫产
品，购满 300元还可抽取百部 iphone12、华为
P40 手机，后续还有送话费流量、领过年红
包、春送岗位等系列活动，让职工得到更
多实惠。 本报记者 赵院刚

贡献智慧力量贡献智慧力量 体现价值担当体现价值担当

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

陕西省总工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石先
同志，因病于2021年2月1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99岁。遵照逝者生前遗愿，丧事一切从简。

石先同志逝世后，省总工会领导同志以不
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石先同志逝世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白艳红

今年的春节与以往不同：有些人的
归途变成坚守，有些人的团聚变成就地
过年。1 月 25 日，钟南山院士发布了一
段视频，他在视频中说：“谢谢过年不回
家的你，为防疫牺牲团圆，每个人都了
不起。”

在陕西、在全国各地，有无数人积极
响应号召，选择就地过年。这些人，是

“了不起”三个字的最佳诠释者，也是以
微小力量向病毒宣战的凡人英雄。

我们为每一个就地过年的你点赞！
点赞，为你的理解和支持。当前，境

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局部地
区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例不断出
现，只有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才能把病
毒扩散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就地过年，

尽一己之力，为抗疫大局，舍小家顾大
家，这种责任与担当，让年味添了一抹

“了不起”的底色。
点赞，为你的牺牲和付出。春节是

中国人骨子里的情结，在外打拼辛苦一
年，谁不想和父母吃顿团圆饭，谁不想和
亲朋说句知心话！但大家都清楚地知
道，平安健康才是最好的团圆。“少出
门，不给国家添乱”“为大家，不回家”

“爸妈让我在外吃好点，顾全大局”……
就地过年的网友们话语虽然朴素，读来
却让人泪目。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
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点赞，不但要用情，还要用心。让无
法回家的高校学生与亲友视频时不用担
心手机流量，让孤身一人的打工者吃上

热乎的年夜饭，让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得
到悉心照顾……涓滴成海、聚沙成塔，全
社会把就地过年群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
坎上，让每个了不起的人乡愁有处安放、
除夕夜不孤单，这个年，我们才能过得放
心、过得安心。

此心安处是吾乡，唯愿家国两平
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希望，不仅源于
力挽狂澜的英雄，更源于那些数不胜数、
默默奋斗的平凡人。谢谢你，每一个就
地过年的人。待春来，我们再好好团圆。

为每一个就地过年的你点赞
·李蕊·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