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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如果不
能减少人员流动，所有付出都可能
功亏一篑。”关键时刻，国核宝钛锆
业股份公司党委作出了“闭环管理
稳生产”的决策。

近期，面对宝鸡新一轮疫情，该
公司党委快响应、重担当、精部署，
凝聚疫情防控坚强力量，织牢疫情
防控保护网，及时调整生产方式，多
举措推进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解决生产后顾之忧，让党旗在防疫
稳产一线飘扬。

积极防疫稳人心——公司党委
第一时间协调防疫物资，严格落实
防疫政策和程序；各党支部书记下
沉一线关注职工身体状况，积极引

导，科学应对，稳定人心。
办公室后勤管理人员全面协调

公司疫情防控各项事宜；车队除隔
离封控人员外，全部坚守岗位，对
所有车辆进行安全检查、消杀消
毒，确保公司生产用车和后勤保
障、货物运输等正常运行，全力以赴
阻击疫情传播。

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办公室
党支部书记陈昊主动靠前，多次与
宝鸡市工信局等政府部门紧急协
调，及时办理市区内车辆通行证；积
极与市商务局等部门协调沟通货物
跨省运输事项，切实做好产品交付
运输保障。

坯料厂党支部第一时间储备材

料库存，保证备件齐套，书记、党员
主动申请驻厂，做好员工“主心骨”。

“其他我都不担心，就是发愁妻
子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家事我难
以顾及。”面对职工的顾虑，理化检
测党支部发动居家职工成立后援互
助组，帮助驻厂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管材制造厂党支部成立居家办公保
障队，与生产一线密切配合、高效协
作，积极投入到生产组织、质量保障、
综合服务和职工关心关爱等管理服
务工作中，为一线生产保驾、为职工
安康护航。

闭环管理稳生产——在公司党
委作出闭环管理稳生产的科学决策
后，坯料厂党支部积极协调做好员

工后勤保障工作，为驻厂职工提供
临时宿舍、被褥、床铺等。一时间，
处处呈现出“坚守生产，闭环管理要
质量”的浓厚氛围。

西北锆管党支部广泛动员，组
织 28 名职工驻厂共筑严密防线；动
维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带头驻
厂，15名职工“逆风前行”，把家安在
了单位；管材制造厂党支部成立应急
生产保障队，第一时间恢复成品轧
制、退火、抛光等关键岗位的生产秩
序；理化检测党支部号召全体党员，
协力推进公司中心任务，确保实现
开门红；成立理化检测驻厂尖刀班，
由党支部书记任班长，9名职工驻厂，
产品各项检测任务进展顺利……

闭环管理实现防疫稳产两不误
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党委

当好陕西文化的传播者
——访“秦岭四宝”贴纸设计者贾斯涵

近期，在古城西安，市民进行核
酸采样后即可领取“秦岭四宝”贴纸，
这也成为人们眼中的“新晋顶流”，被

网友称为“清零四宝”。
“秦岭四宝”贴纸形象是如何

设计的？如何在贴纸中体现历史
元素……针对一系列热议话题，3
月 17日，记者采访了“秦岭四宝”贴
纸设计者贾斯涵，她对这组作品进
行了详细、生动解读。

这名土生土长的西安85后姑娘，
目前在陕西一家文化公司从事创意
工作，对陕西历史文化具有深厚情
感。贾斯涵从小受父亲影响，对画
画有着浓厚兴趣，她喜欢画漫画和
手绘，平时还会为朋友画卡通头像。

“之前就想创作一些能体现陕
西文化的作品，‘秦岭四宝’贴纸形
象就是其中之一。”贾斯涵说，从贴纸
的构思到初步设计再到确定形象，她
用了将近两周时间，反复修改近 20
次。在设计过程中，她也遇到过困

难，如何将历史文化和时尚审美相
融合是她创作中的主要难题。

贾斯涵从小就对传统文化有
着浓厚兴趣，通过查阅历史资料，
她想到可以在“秦岭四宝”服饰上
融入历史元素，尤其是历史上最具
代表性的周、秦、汉、唐四个朝代的
文化元素。

在设计时，贾斯涵发现以往熊
猫的设计形象大多以表现力量感的
男性形象居多，但她认为大熊猫肉
乎乎、圆滚滚的形象与唐代仕女相
符合。于是她为熊猫“穿”上了唐代
服饰，“化”上唐代仕女的妆面，将
唐朝文化与熊猫形象完美结合。

“看到金丝猴就想到身披铠甲
的美猴王，羚牛形象更偏向男性，
朱鹮更像女性。”贾斯涵说，她便为
金丝猴披上秦朝兵马俑的铠甲，为

羚牛穿上周朝的男装，为朱鹮换上
汉代的曲裾，展现周、秦、汉、唐文
化内涵的“秦岭四宝”贴纸便由此
诞生。

一枚小小的贴纸，激发了群众
自觉参与核酸检测的积极性。贾
斯涵说：“疫情期间，多数人处于比
较压抑紧张的状态，这组可爱的贴
纸也调节了人们的心情，给大家带
来温暖和祝福，我为此感到自豪。”

对于“秦岭四宝”贴纸形象，贾
斯涵表示，服饰的纹路、妆面造型等
方面不够完美，如果有专业老师给
予指导，作品会有后续提升，同时她
也在不断学习更多历史文化知识。

贾斯涵说：“在以后的作品设计
中，我将融入更多陕西文化元素，
当好陕西文化的传播者。”

实习记者 李旭东

贾斯涵展示贾斯涵展示““秦岭四宝秦岭四宝””。。

疫情当前，汉中市略阳县观音寺镇扎实做好全镇2000余人的每日核酸采集。为
确保不漏一户、不掉一人，医务人员每天走村入户，为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残障
人士等上门采样。图为医务人员在为82岁老人进行核酸采集。 武涛 摄

核酸采集不漏一户不掉一人核酸采集不漏一户不掉一人

本报讯（郭颖）疫情期间，铜川天然气公司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解决全市用户购
气难题，全力提升居民用气便利度，满足群众近期
用气需求。

铜川天然气公司针对无法线上购气的 IC卡表
用户，新增自助购气POS机 40余台，选点布置到全
市各大小区物业处，便于广大用户在小区内购气；
对未布置自助购气 POS机的小区，指挥调度中心、
新耀运管中心和王印运管中心在南、北市区各设立
两个流动购气点，分时段在各小区物业处为用户提
供购气服务；24小时畅通 96777客户服务通道和应
急值班值守，通过 96777线上预约，流动售气车线
下送气相融合的方式，保障居民安全用气。

积极解决用户购气难题

铜川天然气公司

本报讯（邓亚金 张敏涛）“这么快就能拿到执
照，真给力！”近日，宝鸡市德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代理人杜先生体验到了快速办证服务。

疫情期间，陈仓区政务服务大厅暂停了现场业
务办理。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了解到该公司主营鲜
果蔬菜、鲜肉零售批发，是民生保障企业后，立即启
用“企业开办专区”，安排专人通过电话指导该企业
网上申报、即时审核、当场出照，全程仅用 20了分
钟。同样的速度，他们也为宝鸡市绿生源养殖有限
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变更业务。

陈仓区

20分钟为保供企业办好执照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3 月 18
日，省林业局、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
快推进陕西省自然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明确“十四五”期间，在

黄河、长江流域和秦岭国家公园规
划范围内新建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等各类自然体验基地 50 个。力
争到 2035 年，将我省建成全国自
然教育高质量发展示范省和国内
知名自然教育目的地。

陕西：“十四五”将新建50个自然体验基地

据新华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

“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面向社会开展
的与技能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关
的技术技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进
行专项治理，将违纪违规培训机构
和评价机构纳入“黑名单”。

2021年 11月，人社部公布了《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总
量比 2017 年减少 68 项，压减比例
49%。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
格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意味着
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制定职业分
类、发布国家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
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具体
实施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段时间以来，一些机构和单位以新
职业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等
名义，随意举办培训、评价、发证活
动，乱收费、滥发证。还有一些机构
和单位虚假或夸大宣传，甚至假冒
权威机构名义组织培训、评价、颁发

证书等，社会对此反映强烈。
为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和社

会诚信，保障国家职业资格和职业
技能等级制度体系规范运行，人社
部决定自今年 3月起，对技术技能类

“山寨证书”进行专项治理。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

专项治理的重点为检查是否违规使
用有关字样和标识，虚假或夸大宣
传，特别是是否存在违规培训、违规
收费等情况。比如超出办学许可范
围或无办学许可证开展培训；违法
违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培训证书、职业
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甚至
不培训或培训走过场直接发证；恶
意终止培训、抽逃资金等。

《通知》要求对发现的违规违法
情况坚决纠正查处，人社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和群众投诉
举报集中的典型问题进行调查核
实处理，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技
术技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实行
常态化管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开展“山寨职业证书”专项治理

本报讯（梁高强）今年以来，咸
阳市创新方式聚能量，打出“组合
拳”“连环招”，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发
展活力，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昂
扬劲头让利好政策和举措有效转化
为市场的发展推力。

创新政策设计。围绕落实中省
工业经济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措施，以工业稳增长、制造业转
型升级和中小企业纾困帮扶为重
点，结合实际，加强顶层设计，围绕
重点产业链，强化要素保障，用足用
好财政资金支持，优化服务手段，形
成发展合力，推进工业结构不断优
化、质量显著提升。

推动县域工业集中区发展。加
大标准化厂房建设力度，完成投资30
亿元，新建标准化厂房 60万平方米，
持续推进园区优化整合，全力推动三

原清河食品工业园、旬邑中医药健康
产业园等专业化、特色化园区建设，
争取每个市区县加快形成 2-3个主
导产业，把兴平工业园、高新区打造
成为省级军民融合产业聚集地。

提升服务工业发展水平。加大
中小企业上市辅导力度，力争科隆
新材料在创业板上市。实施企业家

“能级提升”计划，提升企业家决策管
理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占比达到53.5％。

加快企业需求体系和供应体系
建设。指导各市区县园区围绕重点
产业、重点企业开展两次以上产业
和产销对接活动；组织企业参加丝
博会、工博会和进博会等在国内外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展会，促进
产品销售，加快工业互联网消费平
台建设，扩大线上销售。

咸阳创新方式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活力

有社保、能双休、学历不限、
经验不限，公司先培训，100%入
职……在部分网络招聘平台上，此
类信息并不少见。实
际上，高额学费是真，
高薪就业大概率是假，
少量招聘甚至涉嫌传
销活动，求职者应避
免陷入这类求职“大
坑”。网络招聘平台
是落实稳就业政策的
重要工具之一，亟须
提升治理效能，严格
执行行业规章，净化
行业发展环境。一方
面，平台应起到审核招
聘方所提供信息真假
的责任；另一方面，监

管部门应及时出手，依法监管，倒
逼企业提升合法合规水平，切实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时锋）

警惕招聘陷阱

程硕 作（新华社发）

漫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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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供应充足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影响有限
■东部战区就美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咸阳：3月21日零时起有序恢复全市生产生活秩序

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 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
详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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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