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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连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在我省工会驻村帮扶干部中持续
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
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肩负使命担
当，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在三秦大
地上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贡献工
会智慧和力量。

“全会提振了工会每一位党员干
部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省财贸
金融轻工工会副主席、省总工会驻村
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赵亮说。他
表示，作为省总驻村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带
头人，将发挥工会干部联系职工群
众广泛的优势，与村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团结带领驻村工作队队
员，抓紧落实省总工会帮扶项目，一
如既往抓好产业发展。

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一级主任
科员、省总驻村工作队队员李涛表
示，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
政治任务长期坚持下去，继承革命先
辈优良传统，干好帮扶工作。

自 2019 年以来，省总工会已在
帮扶村投入 253万余元资金，发展苹
果园、湖羊养殖场、400 吨冷库等集
体经济产业。“坚持走访入户，做好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严
重困难户‘三大类’群体跟踪监测，
落实好帮扶政策，防止出现大面积
返贫。因地制宜发展好集体产业，
继续为吴起县党畔村乡村振兴贡
献工会力量。”李涛说。

“作为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大军
中的一员，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学
习和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进一步
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
强斗志，更加坚定、更加自觉践行初
心使命，在乡村振兴具体工作中继
续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用实际行动
为描绘三秦乡村巨变新画卷添一份
力。”省国防工会二级主任科员、省总
驻村工作队队员杨要洛说。

产业链上组建工会增强产业工
人的“归属感”、搭建培训职工的“大
学堂”、构筑争先创优的“竞技场”、
展示新时代劳模的“新作为”、架起
新时期工农联盟的“连心桥”和强化
基层工会组织作用，切实维护产业
工人的合法权益……刚刚从驻村扶
贫一线回来的商洛市总工会二级调
研员余伟正在起草一份将由市总工
会出台的“五链一强化”助力乡村振
兴实施意见。 （下转第二版）

在乡村振兴中展现工会作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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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郝佳伟）11月 19日，记者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陕西省“十四五”综合
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日前正式印发。

《规划》确定了“十四五”时期陕西省综合
交通运输发展的总体目标、发展方向和重点
任务。到 2025 年，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将突
破 19 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7000
公里。铁路营业里程力争达到 6500公里，加快
完善“米”字型高铁骨架网，加快推进西安至延
安、安康、十堰，安康至重庆，延安经榆林至鄂尔
多斯等项目建设，高铁营业里程力争突破 1500
公里，城轨交通运营总里程突破400公里。

2025年我省公路通车
总里程将突破19万公里

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聚焦减轻重大
疾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着眼于统一规范
制度，健全相应保障机制，对增强医疗保
障制度托底性功能作出安排部署。

《意见》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救
助制度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共同富裕方向，坚持应保尽保、保障基本，明
确制度功能定位，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建立健全防范
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确定待遇标准，既确
保制度可持续，又避免过度保障。坚持协同
发展、有效衔接，促进三重制度与慈善救助、
商业健康保险等形成综合保障合力。

《意见》明确五方面措施：一是科学确定
医疗救助对象范围。统筹城乡困难人群，实
施分类救助，确保精准施策。救助对象既覆
盖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
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等低收入人口，同时也
将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增强救
助公平性、可及性。二是强化三重制度综合
保障。全面落实财政补助政策，分类优化资
助困难群众参保政策，确保应保尽保。厘清
三重制度功能定位，发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

功能，增强大病保险减负功能，强化医疗救
助托底保障功能，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
则，做好制度功能衔接，发挥保障合力。三
是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坚持保基本，妥
善解决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的基本医疗需
求。合理确定基本救助水平，按救助对象
类别，分类设定救助起付标准和救助比
例。明确由统筹地区合理设定年度救助限
额，并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下费
用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兼顾门诊慢特病和
住院救助保障，共用年度救助限额，统筹资
金使用，实施倾斜救助。四是建立健全防范
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加强医疗
救助对象信息管理，做好高额医疗费用支出

预警监测，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救助
范围。全面建立依申请救助机制，畅通救助
申请渠道，增强救助时效性。实施分层分类
帮扶，确保政策应享尽享。五是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救助保障。发展壮大慈善救助，用好
社会慈善救助资源，发挥补充救助作用。鼓
励医疗互助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更好满足
基本医疗保障外的保障需求。

《意见》从加快推进一体化经办、优化救
助申请审核程序、提高综合服务管理水平等
方面明确了规范经办管理服务的措施，同时
要求加强组织领导、部门协同、基金预算管
理和基层能力建设，确保政策落地、待遇落
实、群众得实惠。

国办印发《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聚焦减轻重大疾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11 月 21 日航拍的 2023 年亚洲杯
主场馆——西安国际足球中心项目建
设现场。随着总重 7600 吨的屋盖钢
结构合龙，令人震撼的主体形象逐渐

呈现。该场馆屋盖钢结构南北 295.6
米、东西 250.6 米。项目设计满足亚
足联和国际足联标准要求，可承接国
际一流足球赛事。 冯彩丽 摄

本报讯（秦发）省发改委 11月 20日对媒
体透露，为深化拓展中欧区域政策合作机制，
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近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正式印发了《第三轮中欧区域政
策合作中方案例地区名单》，确定将北京、西安
等22个城市（新区、开发区）列为第三轮中欧区
域政策合作中方案例地区。西安为西北地区
唯一一个入选城市，合作期为2021-2023年。

据了解，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
改革委与欧盟委员会建立了区域政策合作机
制，旨在促进中欧在区域政策领域相互理解

和双边合作。多年来，中欧合作机制日益完
善，合作领域逐步拓宽，合作内容持续深化，
有效促进了经贸畅通、产业协作、文化互通和
人员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轮入选的 22个中方案例地区充分体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以及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要求，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发
展条件、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较高的区域开
放水平，对外合作基础扎实。

西安入选第三轮中欧区域政策合作中方案例地区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 20 日从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连接川陕革命
老区的汉巴南高铁全线开始架梁。

汉巴南高铁连接了川陕革命老区的汉中、
巴中和南充，正线全长 290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巴中至南充的 148公里路段设计上采用
了“以桥代路、以隧代路”的方案，桥梁和隧道
的长度约占线路总长的 70%。据介绍，由于线
路坡度大，墩高落差大，架梁作业需要随时调
整架桥机的受力平衡参数，保证施工的高精
度和安全性，确保主体工程按期贯通。建成
通车后，将对完善西南地区高铁路网布局、促进
川陕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连接川陕革命老区的
汉巴南高铁全线开始架梁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记者从中铁一局获
悉，由中铁一局城轨公司承担施工的大连地铁
5号线火车站-中间风井区间实现双线贯通，标
志着大连地铁 5号线全线控制性工程——火
车站-梭鱼湾南站区间盾构海底隧道全面贯
通。盾构有效掘进时间 845 天，比计划工期
提前 7天。

该海底隧道（长 2882.4米）及 2条小盾构隧
道（双线长 719米），融五项业界新纪录于一体，
即国际首例岩溶地层大盾构海底隧道、国内
最长距离硬岩地层大盾构隧道、国内最大直
径地铁海底隧道、世界功能最全的国产大直径
泥水平衡盾构机、首个使用常压刀盘大直径泥
水盾构穿越溶洞群。隧道施工中面临“长、大、
高、险”四大难题，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助
力盾构掘进，中铁一局创造了高强度硬岩地
层盾构月掘进 212米的国内最高纪录。

中铁一局城轨公司
提前打通“超级穿海”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