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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架司机是高空作业工种之
一，由于体力要求不高，但需格外细
心和耐心，所以从业者多为女性，她
们被亲切地称为工地上的“空姐”。

21岁的彝族姑娘鲁洪艳，来自云
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光禄镇结
连山村，在中老铁路研和铺架基地担
任龙门吊司机，经她装卸的钢轨、混
凝土枕及各种配件达上千吨，从未出
现过安全事故。

刘顺良 摄影报道

中老铁路工地上的彝族“空姐”

据西安发布 11月24日，“西安
一码通”疫苗接种信息及提示内容
有了新变化，接种加强针将获“金
钟护体”。

具体调整如下：对于已接种两
剂次灭活疫苗的人群，显示“已接种
2针”，边框及字体调整为绿色；接种
第二剂次满6个月以上的，提示内容
为“请尽快完成加强免疫”，一码通

边框及字体调整为灰色；完成加强剂
次接种后，一码通边框及字体恢复
为金色，标识内容为“已接种 3针”。

据西安市疾控中心消息，11月
底前，西安市将对今年 5月 30日前
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接种或 1 剂
次腺病毒载体疫苗的重点人群和
有意愿接种群众实施第三剂次加
强免疫接种。

“西安一码通”有新变化
接种加强针将获“金钟护体”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11
月 23日，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上，陕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执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依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的决定》的报告中显示，全省共
设置新冠疫苗接种点 2498 个，各
地成立移动接种队，日均接种能
力达90万剂次。

据了解，全省始终把外来人员
管控作为重中之重，严防境外输
入、省外输入、物品输入三个关口，
全程闭环管理入境客机885架次、货
机 1883架次，隔离管理 26.22万人，
未发生1例本地传播；在全省“两站
一场”派驻工作专班，分类管控中
高风险、边境等城市来陕返陕人员
833万余人；对 352.2万份进口冷链
食品和非冷链物品实施批批核酸检
测、件件预防消毒，稳妥处置 6起冷

链食品检测阳性风
险，未发生“物传人”事
件；“应检尽检”21类重
点人群7675.7万人次，
跟踪排查购买使用“一
退两抗”药品人员 197
万人次。

在完善医疗保险
救助体系方面，我省结合疫情防控
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城乡居民和城
镇职工医保政策，将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中的所有药品和 12项医疗服
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中、省
累计投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相关
经费 38.4亿元，累计结算支付新冠
肺炎患者诊疗费用 1094.3万元、医
疗救助资金 165.5 万元，没有发生
因费用问题而延误救治的情况。

截至 11月 22日，全省累计接种
3315.6万人、6562.2万剂次，完成加强
免疫106.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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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冠疫苗日接种能力90万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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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李卫）日前，以“冬农趣”为主题的 15
条冬季休闲农业和乡村游精品线路由陕西省农
业农村厅发布，方便广大城乡居民在冬季体验
三秦大地乡村特色民俗文化，感受农村风情。

本次发布的 15条精品线路是在各市农业农
村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结合红色旅游等内容，筛
选串成的精品线路。

15条冬季休闲农业和乡村游精品线路如下：长
安区休闲农业采摘游：石砭峪新村温泉民宿-翠华
山滑雪场-润物草莓采摘园；阎良区特色文化体验

游：百跃羊乳文化景区-向前火龙果现代农业园
区-关山街北冯村甜瓜文化馆-秦龙乳业旅游园；
太白县美丽休闲乡村体验游：马耳山村-鳌山滑雪
场-白云村-黄柏塬风景区；凤县十五观灯宴 1日
游：黄牛铺镇东河桥村-羌寨；礼泉县 2日游：沃
野青青现代农业观光园-白村现代农业园区-烟
霞镇袁家村；照金旅游名镇 2日游：照金滑雪场-
陈炉古镇；大荔县 1日游：新茂天地源生态农场-
平罗农业公园-丰图义仓；宜川县乡村 1日游：壶
口昝家山-壶口瀑布-羊家庄知青故居；宝塔区河

庄坪镇 1日游：圣地河谷·金延安-赵家岸兀里红
谣民宿；红色旅游 2日行：绥德郝家桥-佳县赤牛
坬；美丽乡村休闲游：留坝县城-火烧店望星台
村；石泉县明星醉美桑海游：明星村醉美桑海
农旅融合乡村旅游示范园-五爱村荷塘月色丝
路风情景区-后柳水乡；柞水县乡村休闲 2日游：
洞天福地景区-木耳小镇-老庵寺美丽乡村；农
耕文化研学游：王上村-杨凌现代农业创新园-
韦水乡邻康乐谷-西农大博览园；晋公山滑雪 1日
游：芝阳镇孟一沟村-晋公山滑雪场。

陕西发布15条冬季乡村游精品线路 今年以来，
大唐渭河热电厂
工会深入推进
管家团队建设，
以实际行动打造
幸福大唐。图为
机组检修期间，
管家团队为一
线职工配送牛
奶、香蕉、苹果等
食物。

雷思谋 摄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 近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
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围绕 19 条措
施积极推动形成支持母乳喂养的政策体系，保护
哺乳期女职工权益，促进母乳喂养。

母乳喂养对于促进婴幼儿生长发育，降低母婴
患病风险，改善母婴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行动
计划》提出目标要求，到 2025年，母婴家庭母乳喂
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70%以上；母婴家庭成员母
乳喂养支持率达到80%以上；医疗机构设立母乳喂
养咨询门诊或孕产营养门诊的比例不断提高；公
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80%以上；所有应配
备母婴设施的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
设施；全国 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达到 50%以上。

保护哺乳期女职工权益

《行动计划》强调，用人单位要切实落实女职
工劳动保护相关规定，确保女职工享受产假、生育
奖励假，合理安排哺乳期女职工的哺乳时间。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合理确定父母
育儿假待遇，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用人单
位不得延长哺乳期女职工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
劳动，对哺乳未满 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
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其安排 1小时哺乳时
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 1个婴儿每天

增加 1小时哺乳时间，哺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劳
动。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
待遇、予以辞退或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用人单位
应确保工作场所安全卫生，避免哺乳期女职工从事
有毒有害及放射污染等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鼓励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行动计划》明确，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和工
作实际，采取多种措施为哺乳期女职工提供便
利。对女职工休完产假，自愿申请提前返岗的，
可以由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采取工作半天或
隔天工作等多种灵活方式累计使用其应休未休
生育奖励假。哺乳期女职工的哺乳时间可以由
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通过相应缩短每天工作
时长、在工作时间内分段使用、采取弹性上下班
等灵活方式予以安排。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结
合工作岗位实际，对符合条件的哺乳期女职工采
取居家办公等远程工作方式解决其哺乳困难。

推进母婴设施广泛覆盖

《行动计划》要求，以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需
求为导向，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商场、车站、机场、
景区等公共场所加强母婴设施建设，提高母婴设
施配置率。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 1万
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 1万人的交通枢纽、商业
中心、医疗机构、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

所，建立服务功能适宜的独立母婴室，配备基本设
施，突出引导标识，加强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母
婴设施正常运行。促进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
托育机构设立哺乳室，提高配备率。引导托育机
构设置与招收婴幼儿数量相适应的母乳接收和储
存设施，强化托育机构儿童营养喂养工作指导，不
断提升婴幼儿母乳喂养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

加强母乳喂养咨询指导人才队伍建设

《行动计划》规定，以妇幼保健机构、妇产和儿
童医院、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妇产科医
护人员、儿科医护人员、妇女保健人员、儿童保健人
员为核心，开展以母乳喂养咨询指导知识技能为重
点的人员培训，逐步建立完善母乳喂养咨询指导
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母乳喂养支持环境

《行动计划》指出，将母乳喂养宣传教育、服务
供给、政策制度建立，特别是母婴设施配备等纳
入儿童友好城市、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评价体系。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年
度安排中，全面部署推进。加强科技支撑，鼓励开
展母乳喂养科学研究，促进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
转化。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试点开展公益母
乳库建设，探索捐赠母乳社会志愿服务机制，形成
全社会支持母乳喂养的友好氛围和支持性环境。

（上接第一版）
“十三五”以来，陕西职业教育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大力推进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全省
职业教育在健全制度机制、完善体系、深化改革、增
强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职业教育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制度政策逐步健
全。省政府制定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
见》《陕西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
教育、发改、人社、财政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举
措，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职业教育的改革
发展也走上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

全省职业教育突出类型特色，体系建设不断完
善。陕西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建设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
大体相当，不断巩固中职基础性地位；推进高等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职院校由 37 所增加到 40
所，在校生规模占到我省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进一步贯通
职业教育人才向上成长的通道。

职业教育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培养质量明显提
升。全省职业教育深入实施教师、教材、教法“三教
改革”，创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职业教育对接产业发展，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全省职业教育面向市场、面向产业培养输送技术技
能人才 110余万人，其中 60%毕业生直接服务我省
经济建设；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打造了“紫阳修
脚师”等全国知名的脱贫培训品牌，在实现技能脱
贫方面发挥了主阵地作用。

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十四五”期间，陕西职业教育将进一步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综合改革和经
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着力补短板、激活力、提质量，为构建技能型
社会、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完善体制机制，激发职业教育新动能，陕西将
强化职业教育省级统筹，加强职业教育制度建设，
保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强化职业教育考核督导，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起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全省职业教育将加快体系建设，构建职业教
育新格局，进一步强化中等职业教育基础性地位，
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双达标”和“双优计划”建设；
推进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不断强化高职院
校主体地位；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不断提高职
业本科教育质量；探索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促进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

陕西不断推进职业学校与企业联盟，与行业、

园区联合，积极融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推
进产教融合型省份试点，推动咸阳等国家级产教融
合试点城市建设；对接区域主导产业，建设行业指
导、企业深度参与的新型职业教育产教联合体，实
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对接。

陕西将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释放职业教育新
活力，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
标准，把优化结构作为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的重要
路径，把待遇保障作为提升教师队伍地位的关键
举措，努力建设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充分发
挥职业院校管理干部队伍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
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紧迫，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陕西
职业教育正面向未来，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
级的方向，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不断增强职
业教育认可度和吸引力，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
修，推进“岗课赛证”综合育人，加快数字校园建
设，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达标工程，培养德才兼备
的优秀技术技能人才，充分体现陕西职业教育在
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新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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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妍）

新闻新闻新闻

我省开展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质量监测
本报讯（记者 刘强）11 月 23 日，记

者从陕西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我
省对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组织开展
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承检机构检验婴幼
儿及儿童纺织产品 74批次，合格 74批
次，合格率 100%。

通过日常监测，收集到国外发布婴幼

儿服装产品召回通报5次，国内发布儿童
及婴幼儿服装产品召回通报 1次。省市
场监督局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儿童及
婴幼儿服装产品时，要留意外观设计，
避免选择设计过于繁琐、绳带装饰过
多、宣传夸张的服装，尽量选择颜色较
浅的服装产品，让孩子远离危险。

秦岭陕西段森林覆盖率达73%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11月23

日，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获悉，我省持
续推进生态修复，积极推进五级林长
制，完成造林任务 143.4 万亩，退耕还
林还草 21.8 万亩，秦岭陕西段森林覆
盖率达 73%，共创建 12个“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和 6 个“两山”实践创
新基地。

据了解，我省出台了省级秦岭保护
总体规划、市级保护规划和8个省级专项

规划，编写完成《条例》释义，制定《陕西
省秦岭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产业准入
清单（试行）》《陕西省巴山生态环境保
护办法》，“1+N”规划体系初步形成。

全省共拆除、退出小水电 382 座，
共取缔农家乐 1252家，初步建立起“天
地一体化”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监管
体系。截至 9月底，全省共侦办污染环
境刑事案件 3 起、涉森林草原案件 85
起，涉生态环境案件 53起。

人社部发布企业工资价位数据
据中工网 近日，人社部发布 2020

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其中包括不同职
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不同岗位等级从
业人员工资价位数据。

从工资价位高位数来看，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排第一，年工资为 26.19 万
元；金融服务人员排第二，年工资为

23.9 万元；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排第
三，年工资为 17.42万元。从分岗位等
级企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来看，在管
理类岗位等级、技术类岗位等级、技
能类岗位等级三类中，管理岗位越
高、职称越高、技能越高，工资价位
也就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