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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苍虎赵苍虎（（左左））与同事在营盘沟巡查与同事在营盘沟巡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做群众平安幸福的守护者”
——记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碑林区张家村街办安监所所长张小蔚

在西安，一座座配套服务齐全的新楼
盘拔地而起，但仍有一些老旧小区基础设
施相对落后，而这些小区就是西安市碑林
区张家村街道办事处安监所所长张小蔚和
他的劳模志愿者服务队奋战的地方。

2012年 5月，他发起并成立张小蔚劳模
志愿者服务队，现有志愿者 300余人。10年
来，他带领志愿者服务队，坚持开展居民家
庭水电气暖免费维修、安全知识宣传、义诊
等志愿活动。

建队伍 除隐患
“燃气灶、燃气管线一切正常，水电设备

也一切正常。”4月12日上午，张小蔚带着服
务队走进陕安北苑小区居民家中，检测燃气
管线，排查供电线路设施安全隐患。

“老旧小区建设年代久远，容易出现一
些安全问题，不及时排除易引发安全事
故。”张小蔚说，消除安全隐患，帮助辖区老
年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这便是劳模志愿
者服务队成立的初衷。

2007年，张小蔚来到西安市碑林区张家
村街道办事处，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在日常
工作中，他发现大多数老旧小区老年居民较
多，且子女都不在身边，家中水电设施维修
成了他们的难题。张小蔚便号召周围的朋
友、同事一起成立志愿者服务队。

面对辖区孤寡老人较多的现状，服务队
问平安、建帮扶档案，及时掌握孤寡独居老
人生活情况。近年来，张小蔚和服务队已累
计完成老旧居民小区检查 1135户，整理维修
1035户，更换开关、插座、水龙头、节能灯 565
个（只），更换电线 1120米，为 1135户居民家

庭建立了家庭安全台账，为 652户家庭排除
了安全隐患。

作为碑林区张家村街道办事处安监所
所长，辖区大小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张小蔚
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020年 10月，一住宅发生火灾，他带领
同事第一时间赶到。听说有老人被困，张
小蔚戴着简易呼吸机冲进火场进行搜寻，
直到确认无人被困后才撤出。在消防员布
好灭火设施，需要进入火场关闭消防水阀
时，他又一次冲进火场，却因此导致肺部损
伤被送进医院。

设基地 强服务
“2019年，在开元公园设立劳模志愿服务

基地，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张小蔚说，服务
队每月第一个周日上午都会举行志愿者服务
活动，受到附近群众的好评。

今年抗疫期间，张小蔚和志愿者配合张
家村街道开展排查工作，服务队每天持续对
开元公园内 20余套健身器材、1万余平方米

的公共场所开展消杀。考虑到疫情期间居
家人员天然气充值不便的情况，张小蔚与秦
华天然气公司协调，借用天然气充值机器，
给居民提供上门充气服务，先后为西工大社
区等 100多户居家隔离群众购买 1万多立方
米的天然气。

“去年 10月份，志愿者服务队创新实行
了‘212’工作制度。”张小蔚解释道，他们面向
辖区群众公开联系电话，接到电话后 2小时
保证到达现场，争取 1小时内解决问题，同
时确保每次由 2名志愿者提供上门服务。

下一步，志愿者服务队将在不同季节
上门给辖区老年群体家庭进行免费的各类
安全检查和维护，并计划根据志愿者的家
庭住址将服务向西安市二环内辐射，逐步
实现 24小时为二环内的孤寡老人提供上门
服务。

“群众的笑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一
定要做好群众平安幸福的守护者。”张小
蔚说。 本报记者 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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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对餐饮、零售、旅游、交通运输等
特困行业实行期限 3 个月的缓缴养
老保险政策。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出
台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
见》。可以确定地说，目前养老保险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能够保证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
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其中，
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相
关部门突出民生保障，牢牢守住确保
基本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这一底
线。尽管当前针对特困行业出台了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总体上仍
能保持社保基金运行平稳，能够保证
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尤其是，
通过历年来不断夯实社会保障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养老保险基金已具备一
定弹性，能够从容应对经济社会发展
中遇到的不利影响。

从社保基金现状具体来看，一是
当期收支总体平衡，略有结余。一季度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87万亿元，
总支出1.54万亿元；二是总量有结余。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7.18万亿
元，有较强保障能力；三是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
的补助力度持续加强。去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补助资金规模已达到约9000亿元，今年，启
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以来，一季度已跨省调剂
基金 545 亿元，有力支持了困难省份；四是长远有储
备。目前，全国社保基金有超过 2 万亿元的战略储
备，还划转了部分国有资本来充实社保基金。

在保基本的同时，今年将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并且重点向
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
社会公平落到实处。 （敖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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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翟西滨）截至目前，赵梦桃纪念馆已
累计接待各类参观学习团队 1473 个，达 7.6 万多
人（次）。

位于咸阳市高新区纺织四路与咸兴大道交会处
的首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赵梦桃纪念
馆于 2017年 5月筹建，同年 7月 17日对外开放，由纪
念馆和梦桃公园两部分组成，其中纪念馆总建筑面
积约 500平方米，通过万余文字、1500幅图片、400多
件珍贵实物及电视剧《赵梦桃》（上下集）等多部珍
贵历史影像资料，充分展示了赵梦桃及赵梦桃小组
的先进事迹和最美奋斗史。梦桃公园总占地面积
约 40亩，园内建有梦桃精神纪念碑、赵梦桃全身雕
塑、浣纱湖、丝绸之路桥等人文景观。

赵梦桃纪念馆已接待
7.6万多人（次）参观学习

1963年出生的赵苍虎在西安市鄠邑区涝峪国
有生态林场工作了 40 多年，主要负责伐木工作。
2000年，随着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赵苍虎
成为林场静峪管护站的一名专职护林员。

管护站位于秦岭腹地，管护责任区域近 40 平
方公里。除极端天气外，赵苍虎每日需步行 20 公
里左右，跋山涉水穿行在秦岭之中。制止山地用

火、巡查砍伐盗猎、宣传护林政策、观察森林病虫
害情况……巡山二十多年来，赵苍虎每两个月就
要穿坏一双鞋，练就了一双“铁腿”。

虽然临近退休，早已当上爷爷的“赵铁腿”仍
然坚守在巡山护林一线。“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
能够看着它们逐渐‘成家立业’，咱的功夫就没白
费！”赵苍虎说。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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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山二十载的“赵铁腿”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5月 5日，省总工
会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任职决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
为主持并讲话。

会上，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斌宣布
省委任职文件：王军任陕西省总工会党组副
书记，作为常务副主席人选。

郭大为指出，工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组
织，干工会工作，首先要讲政治，不断增强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忠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
有号召、工会有行动”体现在谋划工作的思

路上、落实工作的举措上、衡量工作的成效
上。要顾大局，把工会工作放在全省“大棋
局”中去思考和谋划，干到点子上，干一件成
一件。要用“妈妈心、婆婆嘴、闲不住的两
条腿”，替职工说话，为职工办事，努力把劳
动关系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郭大为强调，团结出正气、出干部、出战
斗力。要重团结，每一位班子成员都要珍惜
在一起工作的机会，相互欣赏，相互支持，学
学相长，团结实干，一起把陕西工会事业不
断推向前进。要强作风，领导干部要从我做
起，严于律己，做人公道，做事地道，干事精

道，模范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要切实履
行“一岗双责”，大力发扬“勤快严实精细廉”
的作风，踏踏实实干事，为谱写陕西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贡献工会智慧和力量，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军表示，要心怀感恩，永葆忠诚，把旗
帜鲜明讲政治作为第一要求，履行政治责任，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广大职工听党话、跟
党走。要心有大局，知责奋进，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把当好群团组织排头兵、力争
陕西工会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作为持续目
标，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确保创造出更多可

以复制的陕西经验。要心系职工，真诚服务，
树牢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用自己的辛
苦指数换取职工的幸福指数，使职工的获得
感、安全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要心存敬畏，修身正行，始终把纪律
规矩挺在前面，围绕“十改”“十问”“十努
力”，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共同巩固发
展好团结一心、齐心协力的良好局面。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厅级干部，省委组
织部党政干部处负责同志，各省级产业工
会、省总工会机关处级领导干部以及直属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省总工会召开领导干部大会
郭大为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独萍）日前，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延续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再次延长实
施失业补助金、临时生活补助政策至 2022年
12月 31日。

《通知》明确，对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 31 日
期间新发生的参保失业人员中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满未就业、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
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对参保不
满 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失业补助金标准按参保缴费时间分两个
档次：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未就业和参保缴

费满 1年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按
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80%，发放 6个月的失
业补助金；参保缴费不满 1 年的，按 50%执
行。参保缴费不满 1年且申请时仍处于失业
状态的农民工，按参保地城市最低保障标准，
发放 2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

《通知》对参保失业人员累计领取失业补
助金、临时生活补助的最长期限、申领程序、
停发情形等予以明确，并对 2021 年符合条件
尚未领取且仍处失业状态的参保失业人员和
农民工提出的失业补助金、临时生活补助申
请还做了规定。

陕西再次延续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