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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待遇

国家15部门印发《行动计划》导

读

65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来

到古都西安，在一片原野麦田中拉开了扎根西部的序幕。西迁人的爱国奋斗孕

育出了伟大的西迁精神。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

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

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详见第三版）

胸怀祖国胸怀祖国 无私奉献无私奉献
————西迁精神述评西迁精神述评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爱国奋斗先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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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记者昨日从省总工

会获悉，自今年 5月 11日陕西省总工会率先
在全国省级工会中启动蹲点工作以来，省
市县三级工会机关共派出蹲点工作组 241
个，带队蹲点或包点联系的领导干部 264
人、蹲点干部 724 人、蹲点点位 505 个，在实
现对全省 11个市（区）、107个县（区）全覆盖
中取得了明显的工作成效。

蹲点工作是密切联系职工，厚植工会根
基，夯实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的重要举措。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
会主席郭大为在此项工作启动时批示：要在
持续抓实上下功夫，一要真蹲，二要蹲出成
果，把一个个点扩大成一个又一个的方面，推
动整体工作大提升。全省各级工会积极响
应、迅速行动，派出得力干部赴街道（镇乡）、
园区、企业蹲点。各蹲点组能够聚焦重点工
作，剖析解决基层难题，努力做到“三个着
力”：抓住重点，着力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源头参与，着力健全完善维权服务工作机
制；倾心服务，着力办好暖心实事。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工作难
题，省市区（县）蹲点组三级联动、持续发力，
相继推动西安、宝鸡、咸阳、榆林、商洛等地
组建起 12 个市级快递、物流、家政等行业工
会联合会，推动新建基层工会组织 979个，覆
盖企业 2110个，新发展会员 6.94万人，其中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 4.14万人。省总工会先后拨
付 4700余万元用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和

服务保障、聘任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和保障街
道（镇乡）工作经费。

为从源头上推进制度创新和保障，在
各蹲点组调研的基础上，省总工会主动联
合省委组织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非公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带动工建 工建
服务党建”工作的意见》，联合省交通运输
厅等 10 个部门出台《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
合法权益保障工作实施方案》，联合省邮政
管理局出台《关于加快全省快递行业工会
组织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推动形成全省党
政工合力抓维权服务的工作格局。

各级蹲点组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工
会进万家”等活动，集中走访慰问劳动模范、
大国工匠、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十四运会建
设者等职工群体 15.12 万人，慰问帮扶困难
职工 13070 人，宣讲劳动法律法规政策 526
场次，提供法律援助 6314 人次，化解劳动纠
纷 657人次，受到基层职工群众的普遍欢迎。

蹲点期间，各级工会和各蹲点组聚焦职
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叫响做实陕西工
会服务职工“十个万”行动：为万名一线职
工提供疗休养，为万名职工提供法律服务，
为万名职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为万名职
工送课上门，为万名职工发放“全国工会电
子职工书屋阅读卡”，为万名职工提供婚恋交
友服务，为万名“八大群体”会员送互助保障，
为万名农民工免费体检，为万名环卫工实现
微心愿，与万名职工结对“交友帮扶”。省
总工会还专项拨付 21 万元用于机关蹲点组
开展送清凉活动，本月初全面启动“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月”活动，切实当
好职工的“娘家人”、贴心人，以蹲点工作推
动了全局工作提质增效。

陕西工会蹲点工作
在实现全覆盖中见实效

抓组建 建机制 办实事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职工代表与工会干部培训班开班省农林水利
气 象 工 会

本报讯（记者 鲜康）11月 24日，省农
林水利气象工会职工代表和工会干部培
训班在陕西工运学院开班。省总工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出席开班式并作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

张剑指出，要提高认识，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切实
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用党的最
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善

于学习，切实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解决“本领恐
慌”，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创新
的思维看问题、想办法、谋思路。要学
以致用，深入细致做好思想政治引领
和维权服务工作，时时刻刻与职工群众
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解决
职工群众关心的事、操心的事、揪心的事
为工作主线，不断提高服务大局服务职
工的能力水平。

工会主席带头下企业进班组宣讲省机械冶金
建 材 工 会

本报讯（刘倩）11月24日，省机械冶金
建材工会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要
求系统各级工会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工会主席要带头下企业、进
班组开展宣讲。

通知要求，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的重

大意义，抓好传达学习，做好宣传宣讲。
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
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在各级工
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中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热潮，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强劲动力。

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大批
人才突破“卡脖子”技术，也需要大量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离不开技能
人才，更离不开工匠精神。

如今，陕西正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努力培养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
工巧匠、大国工匠，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
超越新篇章。

技能报国服务中国创造
多年来，陕西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们秉承

着技能报国之志，在焊花四溅、刻刀起舞的工
作岗位上拼搏奋斗，用汗水灌溉梦想。从天
南到地北，从核心技术的研发实验室到重大
工程的施工现场，从智能制造到乡村振兴，很
多领域都活跃着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身影。

11月18日，在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焊接
技术实训基地，杨新华老师正在给智能焊接技
术专业的学生手把手传授最新的焊接技术。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奥氏体不锈钢
焊接技术。同学们要通过学习进一步熟悉
焊接方法与工艺要点，掌握 T型接头操作技
能及质量控制的关键措施。”杨新华老师向
同学们介绍了当天的学习内容后，开始进行

示范操作。
杨老师手持电焊枪，头戴防护面具开始焊

接。在焊花飞溅中，一条漂亮的焊缝出现了。
同学们在焊接面罩的保护下认真观察着。

焊接结束后，杨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析
着动作要领。他说：“同学们，焊接时脚站的
位置、手的方向以及身体重心的位置、电流
的大小都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反复练习积累
经验，不断学习新工艺新方法，才能练就过硬
的技术。”

杨新华表示：“这些孩子毕业后会奋斗在
祖国建设的第一线，我们要在培养学生专业
技术技能的同时，注重培养他们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让他
们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只有
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
好技术，才能立足岗位，成长成才。”

陕西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为技能型社会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的同时，也书写了许多“技能改变人生”的精
彩故事。

近日，清华大学实践课账号“清华实践”
在抖音平台走红。其中的铸造课系列作品受
到众多网友关注，累计播放量过亿次。据悉，

该账号铸造课系列视频来自清华大学专门
成立的基础工业训练中心，而该账号的创建
者和授课老师，都是来自陕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的毕业生。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项数据显
示：自 2008年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首
次在学院招聘以来，共有 12名毕业生到该中
心工作，涉及机械、数控、材料、焊接等多个专
业。目前，他们已经成长为该中心的实训骨
干力量。另外，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还有
多名毕业生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工业
大学等高校担任实训指导教师。他们凭借精
湛的技术，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5年培养技术技能人才110万余人
近年来，陕西职业教育不断深入推进育

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
革，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
向，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注重工匠精神的培
养，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目前，全省共有职业院校 417 所。其
中，职业本科试点学校 2 所，高职院校 40
所，中职学校 230 所，技工院校 145所，在校
生 95万人。 （下转第二版）

用技能搭建人生出彩的舞台
——陕西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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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空间站！看王亚平的轻松时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推进基本
医保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是完善医
保制度、解决人民群众突出关切的重要改
革举措。 2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服务
更便捷、更高效。

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持续推
进，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和备案
人数稳步增长，结算人次、医疗费用和基金支
付规模不断扩大。今年前 10个月，全国住院
和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过 1000万人次。

为拓展这项惠民改革成果，此次会议提
出的措施包括：完善相关政策，简化手续方便
参保人员异地备案，稳步提高住院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率，力争“十四五”末达到 70%以上；
扩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地区覆盖
面，明年实现全国每个县都至少开通一家联
网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有序开展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
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 5 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
点，明年底前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十四五”末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力争达7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