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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
国家统计局 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 月份，生产需
求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兴动能培育
壮大，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

从生产来看，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9.8%。消费方面，4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33153亿元，同比增长 17.7%。投资方面，
1 至 4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3804
亿元，同比增长 19.9%。其中，第一产业、高技术产
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4月份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

本报讯（秦才）省财政厅日前透露：我省 2021年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项目开始申报。

此次专项资金主要支持五大方面的技术改造：一
是支持中小企业淘汰老旧设备，购置先进适用设备，
以及提升装备水平的技术改造；二是支持中小企业为
推进智能化改造应用新技术；三是支持中小企业为推
进绿色安全发展，应用国内外先进的节能、节水设备，
推进重点中小企业进行升级改造；四是支持钛、兰炭
和镁产业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五是支持富硒
食品产业发展，优先支持从事富硒食品生产和加工
的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装备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我省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

据新华社郑州5月17日电（记者 高亢）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宏 17日表示，近年来，我国通
信网络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果，目前我
国移动通信用户月均支出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截至目前，我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
均超过 99%，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城乡“数
字鸿沟”明显缩小；据全球移动通信协会监测，
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月均支出为 5.94 美元，低于全
球 11.36 美元的平均水平；根据国际测速机构 3 月
份数据，我国移动网络速率在全球排名第 4位，固
定宽带速率在全球排名第 16位。

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月均支出为5.94美元

■统计局：前4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37万人
■我国民办学校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占比超1/3
■4月份全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稳中略升
■中铁十四局组建的我国首个大盾构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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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工人先锋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管理部

国宝“育婴师”

饲养员李蓉和田蜜在林荫下引导熊猫幼仔进行爬木桥训练。

近日，秦岭终南山下大熊猫
研究中心内，不时传来熊猫的
叫声，饲养员李蓉和田蜜正在
林荫下与 4 只熊猫幼仔玩耍。

目前，该中心大熊猫人工种
群达 32只，实现了“四世同堂”，
这里成为全国三大熊猫繁育基
地之一。“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对
大熊猫进行训练，利用食物诱
引大熊猫直立行走，锻炼大熊
猫耐力和体力，尤其是后肢力
量。”饲养员王茹说。

2020 年 3 月 17 日，雄性
大熊猫二郎、七仔均首次成
功完成自然交配，标志着秦
岭大熊猫种公兽培育工作
取得突破性进展，秦岭大熊
猫 人 工 繁 育 体 系 日 臻 成

熟。大熊猫繁育过程中不仅
面临发情难和受孕难的问题，
幼仔存活也是一个难题。特
别是初产大熊猫缺乏带仔经
验、不会带仔，一般就会进行
人工干预喂养。

“大熊猫秦秦的出生，就
为我们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
挑战。秦秦的母亲不会带仔，
秦秦出生后就由人工喂养长
大。”管理部部长赵鹏鹏说，为
了保证熊猫幼仔成活，工作人
员必须轮流挤母乳，保证幼仔
第一时间吃到初乳。2020年，
陕西省第一只全人工育幼长

大成活的大熊猫秦秦参加了繁
殖，并于 8月 22日产下一对双胞
胎雌性幼仔——秦秀和秦美。

从 2003年起，该研究中心共
成功繁育秦岭大熊猫 24 胎 27
仔，其中 2019-2020 年创造了两
年繁殖秦岭大熊猫 8仔的历史最
好纪录。2020年成功培育出了 2
只秦岭大熊猫种公兽，从而保护
了秦岭大熊猫遗传多样性。

本报记者 鲜康
实习记者 董欣

兽医师张丹辉与同事进行大
熊猫生殖激素检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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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风景、香甜的樱桃、趣味的活
动、贴心的服务，斜风细雨中，正是因为
你们的爱心和付出，我们才遇到了最美
好的约会！”这是一位网名叫“淙淙”的青
年职工，在“四季之恋·春之恋”青年职工
联谊活动现场发出的感言。

5月 15日，远山如黛，细雨如丝。来自
我省 39个企事业单位的 123 名青年职工，
集体相约在西安翠华山下的美丽乡村唐
村和风景秀丽的泊宇庄园，参加由陕西省
教科文卫体工会、陕西省高层次人才发展
促进会、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西安
分会共同举办的“四季之恋·春之恋”青年
职工联谊活动。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徐富权在致辞
中表示，此次青年职工联谊活动是按照省
总工会党史学习教育的安排，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
举措，目的就是为青年职工搭建一个展现
自我、碰撞爱情火花的平台，帮助大家打通

“奔向高品质生活的最后一公里路”。留
学归来的大学教师“程博士”说：“现在由
于工作忙、社交圈窄、兴趣爱好不相同等
多种原因，单身青年愈来愈多，特别是高
学历、高收入人群。这次活动犹如雪中送
炭，为我们单身青年提供了一次相知、相处
的美好机会。”

五月是芳香的，更是浪漫的。在这个
充满芳香和浪漫的季节，连不期而遇的雨
也浸润出绚丽多姿的氛围、姿意出淡雅清
新的情愫。刚到唐村，雨就来了，帅哥们纷
纷撑起伞，走到心仪的美女面前，以伞为
媒，分组成行，自行结对开始了“扫码预约、
唐村游园”。“跳跳”深有感触地说：“虽然天
公不作美，但也是别有一番意境。通过打
卡游园等活动，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从陌
生到熟悉再到快乐相处，真要感谢‘娘家
人’为我们搭建的这次联谊平台！”

青年职工的需求就是工会的责任，也是
各位爱心人士的良好祝愿。联谊活动中，精

心设计的换桌交流、才艺展示、民乐表演、
趣味游戏等系列活动一一亮相，让不同行
业、不同职业的青年职工，从紧张到放松、
从拘谨到融洽，面对面相识、零距离相处，
在赏景游玩品艺中相互学习、相互欣赏，
增进友谊、培养感情。省教科文卫体工会
副主席夏明文说：“要特别感谢郑雅、施
楠、曾文、陈萍等‘红娘’，他们从前期协
调、选点、联络，到具体活动策划、组织、保
障，每个环节都很细心、很用心，才有了今
天完美的呈现。”

为了确保此次活动圆满成功，陕西职业
技术学院工会、西安科技大学工会、中科
院青年创新促进会西安光机所小组、西
安思源学院工会、西安翻译学院工会、西
北工业大学工会等承办单位和 20 多名志
愿者做了大量而实际的工作。网名叫

“佳佳”的朋友说：“现摘的樱桃真好吃，
是今年吃过最好吃的樱桃了！感谢主办
方、承办方、志愿者，是你们的无私奉献
促成了最美好的约会，尽管风雨交加，我
们都收获了开心和祝福。”

当前，大龄青年婚恋问题已经成为一个
社会问题，一次活动也许不能解决积淀很

久的顽疾，但“娘家人”的每一次努力总会
有收获。吃着“御品轩”的甜点、学着“小
六汤包”的技能、做着各种游戏……参加
活动的周老师说：“此次活动让原本陌生
的青年职工快速认识，即使暂时没有合适
的，多认识一些朋友，也是很好的相聚。
打心里感谢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的确是为
群众办实事，为青年职工解难题。”“丽丽”
说：“心中只有感谢，行动只有改变。在这
里，我遇见一群优秀的人，一起分享、聆
听、畅谈、交心，展示着真诚、乐观、多才的
一面，我生活的天空也充满了阳光。”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活动的“最高境
界”。活动快结束时，“四季之恋·春之恋”
朋友圈传来一则喜讯：上期“冬之恋”有一
对青年牵手成功，并展示了他们的结婚
证，西安金桥国际旅行社也兑现了承诺，
让这对新人享受免费蜜月游。于是，期盼
牵手成功的喜悦，变成了分别时的共同祝
愿：早日脱单。徐富权表示：“只要青年职
工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就要把活动搞下
去，不断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更实、更
细、更温馨，切实把‘娘家人’的关怀和温暖
送到他们心坎上。” 本报记者 阎瑞先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在雨中，我们遇到了最美好的约会
——走进“四季之恋·春之恋”青年职工联谊活动现场

据新华社济南5月17日电（记者 王志 张
力元）记者从 17日教育部等在济南举行的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于 5
月下旬举行，主题为“技能：让生活更美好”，预
计全国将有超过 1200万职业院校师生参加，各
类活动超 4万场次，吸引约 1500万人次参与。

据了解，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
仪式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式将于 5
月 20 日在济南举行，将集成大赛、论坛、展
览、观摩体验等一系列活动，包括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高地建设交流研讨活动、技能型社会
教育研讨会、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成就展等。

本届活动周重点突出“技能成就出彩人

生”“技能服务美好生活”“技能支撑强国战
略”等内容，集中宣传全国职教大会精神、职
业教育宏观政策、改革发展成果和典型集体
和人物，向全社会展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
大有可为”，有力营造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
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技能
型社会建设氛围。

作为目前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影响力
最强的全国性、综合性职业院校技能赛事，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设计了 102 个
赛项的规程和 10 套赛题，涉及智能制造、高
端装备、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
的赛项约占全部赛项的 40%。

全国1200万职校师生
将参加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刘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4月我国
证券市场投资者数量增长 169.14
万，同比增长 3.11%。新增投资者
中，自然人投资者为 168.82 万，非

自然人投资者为 0.32万。
截至今年 4 月底，我国证券

市场投资者数量已超过 1.856 亿，
同比增长 12.53%。其中，自然人
数量超过1.852亿，非自然人数量为
43.12万。

4月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超169万

本报讯（张文）由全国台联举
办的 2021 年两岸媒体人“陕西
行”活动 5 月 17 日在铜川市启
程。在为期 7 天的活动中，来自
海峡两岸的 12 家媒体和数名自
媒体人将深入铜川市、延安市
进行采访。

全国台联副会长郑平在启动
仪式上表示，多年来，陕西在社
会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生态文
明建设和对台交流交往等方面
取得了突出成绩，为讲好大陆发
展故事、讲好“两岸一家亲”故事
提供了生动素材。

两岸媒体人“陕西行”在铜川启程

5月16日，安徽省六安市对裕安区有关单位和
个人擅自接诊发热病人等违反首诊负责制的行为
作出处理，辽宁省就营口市鲅鱼圈区疫情问责多
人。流调信息显示，哨点失灵、防控失效、疏忽大
意，原本严密的防控措施变成形同虚设的“稻草
人”，导致了此次散发疫情，教训深刻。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此前一些地
方在疫情防控方面出现了麻痹大意的苗头：本该
是第一战线的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诊所等
基层医疗机构没有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未能
及时对发热患者登记和上报。一些公共场所光
扫码不验码，测温变成虚晃一枪，对是否戴口罩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是经过实践

检验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也是之前取得来之不
易防疫成绩的关键。有名无实的防控措施是典型
的形式主义，防控之战中的“稻草人”吓不跑病毒，
反而会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当前境外疫情仍在持续扩散，国内疫情防控
是一场持续的大考，现在远未结束，必须时刻绷紧
这根弦。应从深处剖析此次疫情发生的原因，对
相关失职岗位严肃问责、追溯失效环节，同时提升
自身防控意识这个重要的精神“哨点”。

必须坚持未雨绸缪、底线思维，外防输入不松
劲，内防反弹不懈怠。应更加严格地执行预检分诊、
首诊负责制，提升对阳性感染人员的识别能力，实现
发热或可疑人员的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扫码、验码和
测量体温等措施，确保更早发现，更高效溯源病毒，
更从容应对愈加频繁的人员流动。（陈尚营 陈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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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稻草人”防不住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