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

18
星期四

辛丑年正月初七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1950年2月7日创刊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7668期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近日拍摄的宝
塔山下延安城区夜
景。春节期间，在
延安市宝塔山下夜
景璀璨，处处洋溢
着红火的年味。

邵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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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你的社保今年也有新调
整，主要涉及医疗、失业、工伤等多方面。

在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
率方面，减免支持政策将延长至 2022 年 4
月 30日。

阶段性减免养老、失业和工伤三项社保
费，是 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
社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的一项临时性支持
政策。这项政策在2020年底已经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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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虑到疫情风险仍然存在，
部分企业压力可能较大，规定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在今年 4月底到
期后，将再延长1年至2022年4月30日。

2021 年年底前，我国将实现社保卡申
领、社保功能启用、补换、临时挂失等服务事
项的跨省通办。

社保卡的社会保障号码、姓名等关键信
息已经实现全国通读。目前通过国家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已可在网上申请办理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跨省转移；异地居住退休人
员，可通过刷脸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下一步，人社部还将进一步开通社保卡
网上申领和补换，逐步为参保工伤职工提供

异地待遇资格认证、异地居住申请、异地就
医结算等服务，开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递

“多地联办”等。
届时，大家可通过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

入口，异地申领、补换社保卡，不必再回发卡
地办理。

2021年，新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确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

死亡，其近亲属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
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 20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34元。
因此，2021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调整
为: 43834元×20=876680元。

新增15个省区作为普通门诊费用（不含
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新增试点省份为山西、内蒙古、辽宁、
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
西、海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至此全
国已有 27个省份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试运行。 （姜琳 窦皓）

2021年，你的社保有新变化

年底前实现社保卡申领等服务跨省通办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牛年春节
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春节团
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广大中华儿女致以
新春祝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上，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总书记鉴往知来，以党的百年历史砥砺初
心，用“三牛”精神激励亿万人民顽强拼搏，让
这个春天充满奋进力量，充满美好希望。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首过去一年，多少
感慨涌上心头。我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风
云突变，也投身豪情万丈的砥砺前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战疫情、抗
洪涝，促改革、推开放，抓脱贫、惠民生，保
增长、稳大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
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这份人民满
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浸透
着奋斗者的汗水，蕴含深刻启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和创造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无比
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冬去春来，我们迎来新的一年，新时代
中国开始新的出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是迈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新征程上，我
们还要乘势而上、再接再厉，继续谦虚谨
慎、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努
力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从石库门到

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已
经发展成为一个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
政 70 多年、拥有 9100 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
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得到了 14 亿中国
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一部百年奋斗史告诉我们，办
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发展的最大
优势就是党的领导。新征程上，面对艰难险
阻乃至惊涛骇浪，只要我们党不断深化自我
革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
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定能永
葆蓬勃朝气、昂扬斗志，始终成为中国人民
最可靠的主心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俗话说，牛马年，好耕田。中华文化里，
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新征程
上，牢记为民初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呼唤为民服务、无私
奉献的“孺子牛”；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创新发展、攻
坚克难的“拓荒牛”；面对风险挑战，完成艰
巨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离不开艰苦
奋斗、吃苦耐劳的“老黄牛”。大力发扬“三
牛”精神，就是要保持“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干”的作风，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
力，继续为民族复兴伟业辛勤耕耘，创造无
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乘风破浪正当时，不待扬鞭自奋蹄。新
征程，是国家发展的新征程，也是你我迈向
更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带着梦想再出发，人
人苦干实干、个个担当尽责，汇聚起亿万人
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之力，新
时代中国一定“牛”！ （新华社评论员）

奋进新征程 中国一定“牛”

2月 4日，农历小年。
叮铃铃！早晨 7时 01分，6064/

6063 次列车缓缓离开四川广元站。
50分钟后，53岁的四川农民李爱菊
背着背篓，提着篮子从朝天南站上
车。7年来，她每两天赶集一次卖鸡
蛋，如今家里盖起了小二层楼房。

1958年 1月，随着宝成铁路建成
通车，秦岭“绿皮车”开始穿行在大秦
岭崇山峻岭之间。

63年来，车次虽几经变更，但不
变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350公里，
37 个车站，全程票价 21.5 元。伴随
着西康铁路、兰渝铁路、西成客运专
线的开通，昔日繁忙“蜀道”客车开
行量递减至个位数，但他们承载时
代的重任依旧：

——山民致富的公交车。
——学生上学的通勤车。
——旅游观光的幸福车。
扶贫列车：可携带家禽乘车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排碧乡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7年前，李爱菊所在的广元朝
天区农村积极落实“精准扶贫”政
策，发展林下养殖。

李爱菊和老伴放弃外出打工，在
当地政府帮扶下，老伴养鸡，她隔三
差五坐车到四川广元、陕西略阳等地
赶集卖土鸡蛋。一枚 9毛，一次收入
二三十元。渐渐的，他们养殖规模扩
大，还收购周边散户的鸡蛋，一次携
带200多枚，收入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车上，李爱菊双手不离背篓、篮
子，眼睛盯着车窗外，时不时看看
蒲草间的鸡蛋。每到一个小站，她
都要看看街道上的行人。这是她多
年的经验，哪里人多，到哪里下车。
当天，四川朝天南、陕西宁强燕子
砭、阳平关先后有 40 多名背着背
篓，提着篮子的山民上车。背篓里
的菜苔、蒜苗、生姜、豌豆尖等满满
当当，还有几只大公鸡伸出背篓。
时不时有人上前询问，一时间，车厢
成了集市。 （下转第三版）

22月月1111日日，，汉中略阳县农民工返乡过年汉中略阳县农民工返乡过年。。

63个春秋，穿行在大秦岭的希望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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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2月 17日，记者从省总
工会获悉，2月 18日至 28日，陕西银联携手工商银
行陕西省分行、陕西省总工会举办新春“油”惠——
陕西工会会员服务卡收假开工加满油活动。

活动期间，陕西省已认证工会职工会员，下载
陕西工会 APP，点击“服务”-“便民服务”-“工会
服务卡”，按照步骤指引完成陕西工会会员服务卡
（工商银行二类账户）申请，并绑定云闪付APP，可
在陕西省内延长壳牌加油站享受单笔支付满 200元
立减 50元优惠，每位用户仅限享 1次优惠，活动总
名额5000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为会员送出5000份“油”惠
省总工会

本报讯（苀轩）近日，国产首台
套大飞机蒙皮壁板数控喷丸成形
机日前在西安航空基地完成了大
部件装配，即将投入使用。这一装
备由西安兴航航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开信精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及西
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制造，
填补了国内相关设备制造技术的
空白，为我国航空工业先进制造增
添了“利器”。

飞机壁板是飞机承受气动载荷
的主要构件之一。随着飞机制造技
术的不断突破，传统的蒙皮、长桁
及框橼形成的铆接金属壁板，已逐
步被喷丸成形飞机壁板所替代。喷
丸成形工艺是一种利用高速球形弹
丸喷射飞机壁板表面，从而使之发
生塑性变形的工艺方法，也是一种
对飞机铝合金、钛合金零件内外表
面进行强化处理的重要工艺方法。
先进的数控喷丸成形机，能对飞机
壁板特别是机翼及机身进行喷丸成
形及强化，是ARJ21、C919等国产大
飞机制造过程中的一大关键装备。

西安兴航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曹鹏飞说：“采用壁
板整体化设计及喷丸成形工艺，可以大大缩短飞机制
造周期。”2020年初，该公司正式启动了飞机大型蒙皮
及整体壁板数控喷丸成形设备研制项目。

经过 1年多的试验和攻关，首台套大飞机蒙皮壁板
数控喷丸成形机即将完成调试安装并投入使用。西安
兴航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再投资 3台此类设备，
并于 2022年 3月底前全部投产。正式投产后，该公司
将形成年产数千件产品的制造能力。

据介绍，国产大飞机蒙皮壁板数控喷丸成形机的
投用，不仅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也将加快
航空高端设备制造产业升级，为国产大飞机的批量生
产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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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中国2020年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覆盖超13亿人“十三五”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社保体系

■国家统计局：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增加一倍

■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7%

■全国颁证运输机场增至241个 其中千万级机场达到39个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