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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明确劳模可免费参观景区明确劳模可免费参观。。挂号窗口外挂号窗口外““劳模优先劳模优先””字样字样。。

全国先进工作者李秋莲展示公交礼遇卡全国先进工作者李秋莲展示公交礼遇卡。。

2020 年 5 月 28 日，铜川市总工
会向 888 名市级及以上劳模、先进
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颁发劳模证。一年过去了，政策
落地如何？11 月 4 日，记者在铜川
市跟随 3 位劳模对部分礼遇情况
进行了实地体验。

“嘀！礼遇卡！”14时 30分，在华
阳小区公交站，全国先进工作者李
秋莲持劳模证和公交公司为其办理
的礼遇卡，刷卡乘坐601路公交车。

刚刚退休的李秋莲，如今担任
王益区红旗社区党支部荣誉书记，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她时常穿梭
于各个社区之间忙碌。“礼遇卡很实
用，不单单是出行方便了！”李秋莲
说，“每享受一次优待，内心为群众
办事的责任感就更加强烈，干劲也
更足了！”

在铜川，劳模凭证可免费乘坐
市内公交车、参观市内旅游景点，在
市县两级医疗机构看病就诊可享受
优先待遇，同时享受住房（保障房）
优先保障制度。 （下转第二版）

礼遇劳模在铜川蔚然成风
凭证免费乘公交、游景点，享受就医优先、住房保障等优待——

全国劳模刘海潮赋诗《喜接优待证》赞道：夜梦桃花带露开，

省市工会送关怀。多项优惠政策好，爱心关顾洒甘霖。

当前，中国拥有 1.13 万所职业学校、3088
万名在校生，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
体系，职业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就是着眼于破
除改革发展障碍、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强
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步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意见》提出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要求通过推动不同
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促进不同类型教育
横向融通，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相互打通；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推进高
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实施好“双高计划”，集
中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
等。这些措施都十分有利于激发职业学校发
展动力，推动职业教育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意见》提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
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鼓励学校开设
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支持企业
技术骨干到学校从教，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
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等。只有适应经济发展需求，才能确保学生
真正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培养出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展望未来，进一步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各
行各业必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王晶玥）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推动职业教育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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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公布

本报讯（潘璐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财政厅、省统计局、省税务局昨日下发
通知，公布 2021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个人月缴费基数。

根据统计数据，2020 年度全省全口径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 6053 元。按

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我省 2021年度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个人月
缴费基数上限标准为 18159 元，下限标准
3632元。2021年度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计
发基数为 6914元。

我省个人月缴费基数上限标准为18159元

提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实效和水平
本报讯（陈培城）近日，全国总工会法律工

作部组织编写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办法〉
学习问答》一书。该书是各级工会干部做好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指导读物，
日前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面向
全国公开发行。

据了解，为适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全国
总工会办公厅于今年 4月印发新修订的《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工作，提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实
效和水平，充分发挥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在督
促用人单位规范用工、贯彻落实劳动法律法
规、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的作用。

该书以问答的形式对《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办法》进行了详细释义和解读，并收录了与
工会劳动法律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文件，内容全面、专业，是各级工会干部做好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权威指导读物。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办法〉学习问答》出版

加快构建“五纵十横”水网构架
本报讯（记者 鲜康）11月 9 日，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举办的发布会获悉，目前，全省各
项在建水利工程完成投资 300.78 亿元，占全
年 375亿元投资目标任务的 80.21%。

“十四五”期间，陕西将按以东庄、古贤等

重点水源工程为节点，以黄河、渭河等天然
河流水系网为基础，以引汉济渭、榆林东线
引黄等资源配置工程网为纽带，以智慧水利
智能管控信息网为支撑，加快构建“五纵十
横”陕西水网构架。

陕西在建水利工程完成投资300.78亿元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 通讯员 吴晓茹）为
了进一步协调快递行业劳动关系，维护快递
行业群体合法权益，切实把快递员群体最大
限度组织到工会中来，日前，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全省
快递行业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
工会和邮政管理部门充分认识加强快递行
业工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依法推进快递
行业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工作，力争到 2023
年底，全省快递业工会组建率和快递员群体
入会率动态保持在 85%以上。

针对快递员群体虽已为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依然存在归属
感不强、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意见》要求“三
大组织”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该行业工会
组织建设向纵深发展。各级工会、邮政管理部
门和行业协会要建立党工共建机制和联系
（席）会议制度，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联系（席）会
议；邮政管理部门要以党工共建机制引领工
作，把快递企业组建工会纳入党建工作总体规
划。省级产业工会要指导主要品牌快递企业
建会，并与地方工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组织

开展具有行业特点的劳动技能竞赛等活动。
各级行业协会要将快递企业建会作为推动企
业提质增效，助力行业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步
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各方配合、社会协
同、信息共享的工作合力。

《意见》提出了“四种渠道”充分吸收快递
员加入工会组织：与快递公司、加盟网点建立
劳动关系的快递员群体，直接在该快递公司或
加盟网点加入工会组织；未与快递公司、加盟
网点建立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人员，可在当地
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加入工会组织；当地未成立
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的，可在当地乡镇（街道）或
社区工会加入工会组织，也可在有用工关系的快
递公司或加盟网点加入工会组织；还可以通过

“陕西工会APP”线上申请加入工会组织。
《意见》提出“五项举措”切实维护快递员

合法权益。要求切实发挥快递行业工会组织
的职能作用，将落实快递员权益保障情况纳
入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范畴；在快递公司建立
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
度，保障快递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探索开展行业平等协商，推动快递
企业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实现职工收入
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探索建立行业劳动争
议调解组织，引导快递员群体依法理性表达
诉求；把“会、站、家”一体化建设与工会“爱心
服务驿站”建设有机结合，为快递员群体提供
快捷便利、实用温馨的“工”字品牌服务。

我省依法推进快递行业
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工作

三大组织护航 四种渠道吸收 五项举措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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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9日，朝
霞映照着商南县
城（无人机照片）。

随着城市建
设快速推进，如
今该县市容市貌
有了很大提升，
配以山川、河流、
树 木 等 自 然 景
观，绘成一幅美
丽画卷。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本报讯（于轩）榆林市近日出台文件，对部
分重点用能企业实施限产、停产等调控措施。

据了解，此次调控按照“依法依规、手续
齐备、能效先进、新增可控”的原则进行分类
处置，调控时间至今年 12 月，涉及煤化工、

洗选煤、兰炭、硅铁、电石、金属镁等多个行
业领域，通过采取部分企业压减产量 50%、立
即停产、供电部门限制供电 50%、新建成“两
高”项目不得投产等举措，确保实现本年度
全市单位GDP能耗降低 3.2%的目标任务。

榆林对部分重点用能企业实施限产措施
新建成“两高”项目不得投产

本报讯（独萍）近日，省人社厅、省文旅厅
联合印发关于深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
改革的通知，从健全制度体系、完善评价标
准、创新评价机制和优化管理服务等四个方
面进行了规定。

据悉，初级职称只设助理级，高级职称分
设副高级和正高级。艺术系列专业全部设置
正高级职称，舞台技术专业增设正高级。统一
职称等级和名称。除艺术研究专业外，各专
业职称统一分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依
次对应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体现专
业属性，职称名称以级别加专业命名。

同时，根据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型职
业领域发展和职业分类实际，增设艺术创意设

计和动漫游戏两个专业，编剧和作词专业分别
设立，取消电影放映技术专业。调整后我省艺
术系列职称专业设置为20个。

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重点考察艺术专
业人员的政治立场、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和从
业操守，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用人
单位可通过考核测评、群众评议等方式全面
考察艺术专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从业行
为。建立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对提供
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艺术成果或者通
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撤销其职称，
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

对符合陕西省突出贡献人才和引进高层
次人才高级职称考核标准的，可直接申请考核

认定职称。对长期在县乡（不含区）基层一线
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重点考察其实际工作业
绩，适当降低专业能力要求。

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
机制。注重社会和业内认可。综合采取专家
评审、业绩展示等多种评价方式，提高职称评
审的精准度和科学性。建立职称评审公开制
度，实行政策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
果公开，确保职称评价的客观公正。同时，
延伸联系手臂，拓展评审范围，打破户籍、身
份、档案等制约，畅通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以及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从业人员职
称评审渠道，确保其与国有文化艺术企事业
单位人员在职称评审上享有同等待遇。

对长期在县乡基层工作的人员，适当降低专业能力要求

我省深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感谢有你！和我们一起讲述三秦故事
详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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