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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 实习记者 李旭
东）11月 8日，陕西工人报社举办“牢记初
心 致敬时代”庆祝第 22个中国记者节座
谈会，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出
席并讲话。

会上，陕西工人报社社长、总编辑王琴
茹致词，省总宣教部部长陈鹏宣读《陕西省
总工会致全省记者朋友的慰问信》，省教科
文卫体工会主席徐富权向报社赠送慰问
金。新华社《高管信息》主编冯国，《工人日
报》陕西记者站站长毛浓曦，陕西省传播学
会副会长李斌，陕西工商职业学院特聘教
授王遂社参加。会议还表彰了荣获2020年
度陕西新闻奖的记者、编辑，与会嘉宾、报

社编辑记者等9名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
张剑代表省总工会对报社全体新闻工

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对近年来报社取得的
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强化团队意
识，凝聚团结力量，建设优秀团队。要强
化学习意识，借鉴其他媒体的成功经验和
先进理念，提高办报水平，扩大报纸覆盖
面。要强化服务意识，围绕“三工”特色，
传递好工会声音，讲好基层故事，注重培
养一批名记者、好编辑，采写出更多“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力作。要强化
危机意识，解放思想，敢为人先，重视发展
融媒体及数字媒体，蹚出一条符合现代报
业发展的改革创新之路。

本报举办庆祝第22个中国记者节座谈会

喜悦与你分享，责任我们共当。
新时代记者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

定理想信念。新时代记者要坚守人民情
怀。记者是一群站在时代前沿，触摸社会
脉搏，倾听人民声音，忠实记录时代变迁和
世间百态的人，他们笔下的真实、眼中的色
彩，只会源自人民、植根生活。对人民饱含
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

才能胸怀火一样的热情，书写出无愧于时
代的作品，描绘出真实的中国图景。

新时代记者要坚持守正创新，适应媒
体融合发展的需要，增强讲好中国故事的
本领。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移动设备的快速
迭代发展对记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需上天入地水下拍，出境剪片玩得转，还要
听得懂二次元，看得出元宇宙。伴随中国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故事要让更多
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创新语言、
创新表达，让中国声音叫得响、传得开。

面向未来，新闻人将以忠诚、使命、
奉献和专业精神，描绘时代画卷，奏响
时代强音。 （杨柳）

记录生活 无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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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社部出台关于职业院校（含技工
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
政策，提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要合理制定公
开招聘资格条件要求，不得将毕业院校、国
（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
件，切实维护、保障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机
会。陕西将如何落实这些政策规定？省人
社厅 11月 8日就此进行了解答。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我省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的整体情况。

答：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照人事管理
权限由上级任命、涉密岗位等人员外，事
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实践，我省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政策不断健全完善，形成
了以统一公开招聘为主体，高层次人才和
急需紧缺专业人才招聘为补充，高校自主
招聘、医学定向招聘、优秀高校毕业生校
园招聘为特色，适应不同行业特点用人需
求的招聘新格局。

问：我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如何将技工
院校毕业生纳入报考范围？

答：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坚持公开、平等、
竞争、择优的原则。今年 1月，我省印发文件
明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由用人单位根据工
作职责和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岗位资格条件、
确定学历层次，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
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符合
事业单位招聘基本条件和岗位资格条件要
求的毕业生均可报考相应岗位。

以往，我省事业单位招聘岗位专业设置
参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高等学校、职
业教育专业目录。今后，我们将指导事业单
位或主管部门把招聘岗位的专业设置扩大到
技工院校的专业。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
历要求，或者不再设置学历要求。在符合专
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招聘岗位学历要求
为本科及以上的，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
班毕业生可以报考；招聘岗位学历要求为大
专及以上的，高级工班毕业生、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生可以报考。上述情况在招聘公
告及岗位条件中予以明确。

问：技工院校毕业生参加我省事业单位
考试，成绩比重怎么确定？

答：我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程序包括笔
试、面试。笔试成绩、面试成绩换算成百分制
后，一般按照 6：4的比例计算考试总成绩。主
要以技能操作或技能指导履行职责任务的招
聘岗位，面试可用实际操作能力测试的方式
进行，测试成绩可占考试总成绩的 50%。

问：取得奖项的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
毕业生参加我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无绿色
通道？

答：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毕业生为世
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选手、全国技能大赛
优胜奖以上选手、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获奖选手（一类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决赛单
人赛项前 10 名、双人赛项前 7 名、三人赛项
前 5 名的选手），可作为高技能人才按规定
采取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到与之相关的
岗位工作。 本报记者 兰增干

获“大奖”毕业生可享招聘“绿色通道”
省人社厅解读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政策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 月 8 日，记者从
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获悉，省总工会即日起
在全省启动“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温暖行动”服务月活动，至 11月 30日结束。

活动将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重点聚
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
司机等四类群体，以送思想文化、送身心健
康、送平安保障、送温暖关爱、送工作岗位、
送技能提升等“六送”活动为重点内容，聚
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需求，帮助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他
们心坎上，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群体，不断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服务月期间，省总工会计划为 1 万名八
大群体会员赠送 100 万元互助保障，向女性
新业态劳动者办理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

障一份及“两癌”免费筛查体检，预算 400 万
元资金向在省工疗所属分院参加健康疗休
养活动的我省新业态企业和新业态劳动者，
提供每人 400 元的健康疗休养补贴，给各市
（区）总工会分配 400万送温暖资金因地制宜
开展形式多样的走访慰问活动，帮助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

与此同时，通过工会就业服务网上平
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岗位，拓
宽就业渠道；在省总官网“工会大学堂”和

“陕西工会”APP 技能培训栏目展播“三秦工
匠”技能提升系列示范课程。陆续向新业态
职工代赠全国电子职工书屋阅读卡，将其纳
入农民工家庭亲子读书志愿服务活动范围，
组织新业态职工代表观看党史学习教育精
品剧目《战魂》，在网上陕西职工优秀文艺作
品展示平台中将“职工编、职工演、演职工”
的优秀作品向新业态职工群体推送。

我省启动“工会进万家·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月活动
省总计划为1万名八大群体会员赠送100万元互助保障

11月6日在进博会拍摄的陕西“大碗面”。
正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类展品多姿多彩，中外文化荟萃。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进博会上的陕西“大碗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四五”文物
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规划》提出文物保护水平全面
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跃升等
目标，设立资源管理、文物安全、科技
创新、改革创新、博物馆纪念馆、人才
队伍等六个方面二十一项主要指标。

《规划》部署十项重点任务。一
是强化文物资源管理和文物安全工
作，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健
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二是全面加强
文物科技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的文物科技创新体系；三是提升考
古工作能力和科技考古水平，建设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
学；四是强化文物古迹保护，坚持系
统整体保护；五是加强革命文物保护
管理运用，充分发挥革命文物重要作
用；六是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提升
博物馆发展质量；七是优化社会文物
管理服务，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制
度；八是大力推进让文物活起来，推
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全面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九是加强文物国际交流合
作，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十是壮大文物人才
队伍，综合施策推动构建与文物资源
规模、文物保护利用任务相匹配的学
科结构、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印发

将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10
月 25日开播上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CCTV-16）及
其数字平台已实现全国覆盖。

奥林匹克频道单日观众规模从
开播上线首日（10月 25日）的 262万
人，迅速提升至 1106 万人（11 月 6
日），增幅超过 420%。截至 11 月 7

日，频道累计观众规模超 5643万人。
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IPTV
平台均已上线奥林匹克频道，覆盖用
户近 3亿户。观众可通过当地电信、
联通和移动的 IPTV高清或 4K机顶
盒进行观看。全国 28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广电网络公司上线奥林匹克
高清频道，覆盖用户超 1.16亿户。

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已实现全国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