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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四运喜迎十四运

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绑钢筋、支模
板、做防水……2月 7日，记者来到中建二
局红光养老项目工地，看到工人们繁忙的
工作场景。

“我每天都和父母妻儿视频通话，为了
疫情防控，如期完成工期目标，今年春节就

不回家过年了，就地过年也挺好。”来自宝
鸡市扶风县的 32 岁测量放线员田敏召
说，他的工作是测量施工基础数据，是保
障楼体正常施工的关键环节。

在旁边正在做基础防水工作的 45
岁防水工班长田红向说，他老家在河南
驻马店市，之前买了点年货已经寄回去
了，也不准备回家了。

“我们今年留守工地的有 200 余名
工人，春节期间除了发放正常的加班工
资，还申请了每人每天 100 元的政府补
助。为确保他们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
节，我们提前动员，准备了牛羊肉等食材，
除夕夜将组织大家包饺子、看春晚。春
运结束后，疫情不紧时，还会组织大家轮
休回家探望，和亲人团聚。”项目生产经
理朱天朋说。 本报记者 赵院刚

就地过年也挺好

“为保障市场需求，春节假期，生产
部全员主动放弃休假，坚守岗位。”2月 5
日，记者走进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冯真真
向记者介绍。

记者在现场看到，数百名生产工程

师正全神贯注对仪器进行安装和调
试。核酸试剂生产车间内，职工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以保障核酸检测仪器
装备和试剂等防疫物资的供应。

2020 年以来，该公司作为供应核
酸检测产品的主力单位，生产线 24小
时不停产，人员三班轮值，公司还三次
扩大产线，实现近 20倍的扩产。截至
2020年底，已为全国 30余个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的数千家医疗、疾控机构提
供核酸检测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记者了解到，核酸提取试剂盒预封

装设计减少了手工操作，配合该公司自
主研发的核酸提取仪，最快 15分钟即可
完成 96个样本的核酸提取纯化，得到高
质量的核酸，用于后期检测。

本报记者 牟影影 实习记者 李旭东

加紧生产保供应

本报讯（屈先奇）近日，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通知，
安排部署 2021年春季技工院校
招生工作，新生报名注册截止
时间为 4 月 19日。

通知指出，2021 年春季技
工院校招生对象包括往应届初
中、高中毕业生（含同等学力）、
企业职工，农民工、失业人员、
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等群体，
其中，初中毕业生，注册中级
工、高级工、预备技师的学制教

育期限分别为 3 年、5 年、6 年；
高中及以上毕业生（含同等学
力），注册中级工、高级工、预备
技师的学制教育期限分别为 2
年、3年、4年；已到达中级技能
水平的人员，注册高级工、预
备技师的学制教育期限分别
为 2 年、3 年；已到达高级技能
水平的人员，注册预备技师的
学制教育期限不少于 1 年；非
全日制教育期限不得少于同
等条件下学制教育期限。

我省启动2021年春季技工院校招生工作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明静）
春节期间，陕西工人报新媒体不
打烊！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
权威的出行信息将为读者提供
贴心服务。

春节期间，虽然陕西工人
报休刊，但微信公众平台、微
博、头条、陕工网网站等新媒体
平台，将实时更新新闻资讯，并

通过四大平台及时送达。让您
在春节假期正常浏览到陕工报
的新闻大餐。

陕工报新媒体将推出主
题为“留陕过年，你我相伴”蜗
壳街访栏目，推送三期（《遥远
的牵挂》《别样的春节》《独特
的记忆》）关于留陕过年人员
的采访报道，敬请关注。

不打烊！本报新媒体陪您一起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在
2021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用人单位
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确保全省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省总工会昨日
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提示函》指出，当前正处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根
据国家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
署和陕西省总工会、陕西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推行工
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制
度的通知》要求，现就有关事项
提醒各用人单位：一、不随意解
除职工劳动合同。对新冠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
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
医学观察期间，以及采取其他紧
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
的职工，用人单位不得依据《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
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二、依法
依规保障职工劳动报酬。用人
单位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
资。依据《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工资直接发放给职工本人。倡
导银行代发工资，避免被他人侵
占。三、合理安排职工休息休
假。为了新冠疫情防控，减少
人员流动、倡导职工就地过年，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
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四、发生劳动争议时，做到积极
协商解决，主动引导职工依法
理性维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对本单位执行相关劳动法律法
规情况意见不一致的，企业工
会要通过“一函两书”制度及时
沟通、调查、提示、协商，把劳动
关系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省总工会特别提醒，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
为企业和职工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会维权
服务热线 12351，24小时受理职工对劳动法律法规
的咨询；帮扶及解决生活困难的求助；职工对侵害
自身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申诉及其他涉及职工合
法权益问题的反映等。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2月8日，省教科文卫
体工会主席徐富权一行到陕西省体育训练中
心，看望慰问备战全运会的教练员、运动员。

目前，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已下拨 110万元
“送温暖”资金，用于困难职工、一线医护、留陕
过年和备战全运会等重点人员的双节慰问。

今年 9月，第十四届全运会将在陕西举行。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启动“聚焦十四运，强化服务
职能”等系列活动，将开展系统职工劳动和技能
竞赛，同时强化精准、贴心、有温度的服务，用好
教育、医疗资源优势，解决教练员、运动员老人
赡养、子女上学等后顾之忧。全运会结束后，将
组织筹委会工作人员、教练员等分批疗休养。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慰问教练员运动员

西安承办十四运项目测试赛3月开始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2月8日，记者从十四

运西安赛区竞委会及测试赛筹备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悉，西安市承办项目的测试赛将于今年 3
月至 6月密集进行。

据介绍，3月将举办跳水测试赛；4月将举
办田径测试赛、田径竞走项目测试赛、篮球项
目测试赛；5 月将举办三人制篮球项目测试
赛；6 月将举办游泳项目测试赛、花样游泳项
目测试赛、高尔夫项目测试赛、攀岩项目测试
赛、滑板项目测试赛。

2月8日，在省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们紧张
忙碌地备战全运会。 本报记者 薛生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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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2月 8日下午，省
总工会、省公安厅在省公安厅机关对三秦最
美人民警察进行表彰，慰问公安民警。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副
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徐大彤出席并讲话。

表彰仪式由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

副厅长曾岚主持。省政府副秘书长唐少鹏，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仲茜，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向书茂，省公安
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公培明，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刘伟等出席。受表彰

的三秦最美人民警察、省公安厅各部门负责
同志及基层民警代表参加活动。

表彰仪式上宣读了《关于表彰“三秦最
美人民警察”的决定》，向 10名受表彰的三秦
最美人民警察颁发“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和证书，给省公安厅机关民警代表发放慰问

品。省总工会向西安市公安局民警代表发
放 20万元抗疫慰问金礼券。三秦最美人民
警察代表赵关武作表态发言。

郭大为指出，三秦最美人民警察，美在
忠诚，美在可靠，美在精神。要大力宣传他
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模、崇尚正
气、崇尚法治的浓厚氛围，让社会正气充
盈，携手共建和谐家园，为开启“十四五”新
征程，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
章聚力赋能。关爱公安干警，是工会组织
的应有职责。全省各级工会要加大对公安
民警的关心关爱力度，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春节“送温暖”工作，特别是要关注基层一
线公安民警，因公牺牲、因公伤残、患职业重
病公安民警，公安系统英模劳模等群体，切
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关心的事、操心
的事、揪心的事。

徐大彤指出，全省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
辅警要以三秦最美人民警察为榜样，进一步
铸牢忠诚警魂，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具体
行动上。要进一步履职担当尽责，坚持问题
导向、坚守底线思维，坚决打赢建党 100周年
和“十四运”安保维稳硬仗。要进一步增强
能力本领，深入开展全警实战大练兵，着力
锻造“四个铁一般”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
确保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进一
步弘扬英模精神，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
约束并重，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全面落实惠
警措施，激励广大公安民警担当尽责、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秦最美人民警察表彰仪式暨慰问公安民警活动举行
郭大为徐大彤出席并讲话

郭大为、徐大彤等领导同三秦最美人民警察合影。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月 7日给河北省
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向乡亲
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78年前，《团结就是力
量》从你们那里唱响，成了亿万人民广为传唱的
一首革命歌曲。如今，你们带领乡亲们传承红
色基因，团结一心，苦干实干，摘掉了贫困帽子，
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部团结带
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西柏坡的

干部群众对此体会更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希望你们坚决响应党中央
号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乡亲们更好团
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
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943 年 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平山县
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在北庄村创作了歌
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并在该村进行
了首演。近日，北庄村全体党员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汇报了在这首歌曲激励下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情况，表达了继续团结带领群众搞好乡
村振兴、过上更好生活的决心。

把乡亲们更好团结凝聚起来
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习近平回信勉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

牵挂殷殷，情意切切。春节前夕看望慰问基层
干部群众，是习近平总书记每年的一项重要活动。
从“瘠苦甲于天下”的甘肃定西到内蒙古阿尔山哨
所，从陕西梁家河窑洞到四川大凉山腹地，从北京老
城胡同到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总书记察民
情、访民意，行程万里，人民至上。群众日子过得怎
么样？生意好不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得如何？春
节期间“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的供应能否跟得
上？习近平总书记行之所至，言之所及，思之所向，
无不关乎人民，彰显着大国领袖的人民情怀、共产党
人的赤子之心。

今年的春节，注定不同寻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强调的，“当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仍然艰巨。
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提倡就地过年。”全国上下，就
地过年的倡议一经发出，广大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积极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助力春节防疫大
局；很多人改变返乡计划，有的甚至选择继续坚守工
作岗位，畅想着“等春暖花开，再和家人一起团聚”。
正所谓“不是不想家，是想为大家”，人们响应就地过

年的号召，某种意义上也是舍小家、为大家，是在用
个人和家庭的付出为防疫大局添砖加瓦。这份有责
任有担当的守望，让今年这个特别的春节，有了更为
特别的内涵、更值得铭记的记忆。

一个特别而又温馨的春节，如果说“特别”反映
的是疫情防控的客观现实，那么“温馨”则是可以努力
的目标。如何确保身处异乡也能感受到温馨的节日氛
围？在北京，市属公园免费开放，2021年度北京惠民文
化消费电子券、冰雪公益体验券发放提前启动；在上海
长宁，选择留沪过年的外卖小哥，收到了写有“你是这
个城市最靓的仔”的工作照，还将享受工会提供的通信
补贴、健康医疗补贴、影音娱乐礼包等“新年礼包”。
一系列务实举措，既有力度也有温度，让就地过年者
暖心，让在家过年者顺心。

一个特别而又温馨的春节，呈现着特别的“年
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春节本来就是一个感受家
国情怀的时间节点。在这个春节，习近平总书记看
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各地各单位推出一系列防疫
情、保民生的务实行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这是国家对人民的呵护；在这个春节，无数人
支持防疫大局，就地过年、文明过节蔚为风尚，展现
出家国一体、家国同心的力量，这是人民对国家的担
当。这样一种家国情怀，既是春节最为深厚的文化
意蕴，更是中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力量之源。 （彭飞）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让群众过一个特别而又温馨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