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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繁忙的新丰镇
站第六作业场内，职工正在紧
张编组作业。

国铁西安局坚持“以货
补客”不动摇，对照年度盈亏
目标，倒排补欠计划，按日抓
好兑现落实，紧盯编组站、中
间站、卸车、机务、车辆等关
键效率指标，做到无缝衔接、
一点不差，整体提高运输组织
效率。 杨静龙 摄

“以货补客”
提高运输效率

随 手 拍

钢铁“织梦人” 郭飞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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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为弦 奏响育人最美乐章

5月 10日清晨，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
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田延的办公室已经亮
起了灯。多年的教师生涯，无论是担任班主
任还是副校长，她都坚持每天七点到校阅
读一小时。

“教师需要渊博的学识，要与时俱进，
我必须挤出时间学习。”田延说。一头短
发，一颦一笑中散发着慈爱与光芒，这是田
延给记者的初印象。

家风传承 以爱引路
田延出生在一个“全国优秀教育世家”，

她的母亲是陕西省劳动模范。1988年，田延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大雁塔小学，开
始自己挚爱的事业。

“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爱学生，是教
师的天职。”田延说，开启自己教育生涯的引
路人是母亲，自幼她就被母亲当班主任的样
子所吸引。

刚工作时，田延每次回家都给家人描述
学校生活，哪个孩子聪明可爱、整洁漂亮，她
经常把这些孩子搂在身边，抱在怀里。有一
天，母亲问她：“班里有没有那种流鼻涕的孩
子，你抱过他们吗？”母亲告诫她要对学生一
视同仁，每个学生都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得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成才。

妈妈的话她谨记于心，34年她也从未停
下探索教育的脚步。2022年，田延被授予陕
西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用情传递 以心化人
“要想成为学生的知心人，必须弯下腰走

近孩子，去倾听他们……”田延说，教育是门
艺术，不只是传授，更多是鼓励、包容。

低年级儿童刚入学，往往不懂学校的纪

律，田延总不厌其烦教他们，还将学习生活的
各个环节，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谣，
引导学生形成好习惯。

“2003 年夏天，我刚出校门，就被人搂
住，我一眼认出他是我的学生小古。”田延回
忆说。孩子亲昵地搂着她问：“田老师，您还
记得咱俩之间的事不？”那是 1988年冬季的
一天，田延走进教室，突然闻到一股臭味，当
时小朋友都捂着鼻子在笑，一问才知道是小
古拉裤子了。田延二话没说，立刻把小古领
到传达室，给他擦干净身体，又把裤子洗干
净并用炉子烤干……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能记得这些事，
是因为感受到了教育给予他的热情和温暖。”
田延说，教师情感魅力的核心体现就是爱心。

言传身教 以德育人
“教育是培养生命的事业。”田延认为，教

师是传播精神文明的使者，要把阳光洒向别
人，自己胸中首先要充满阳光。

要求学生不迟到，田延首先做到早到校；
要求学生认真做早操，她也站在队列中，每一

个动作都用心做到位；要求学生见老师要问
好，她每天早上见到同学们，首先问好……

田延担任该校主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
后，面对学校 48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和
140多位教职工，如何给师生思想道德建设树
立新目标、注入新活力，成为她钻研的课题和
工作重点。

为此，田延组织开展了“国旗下的讲话”
“小眼睛大聚焦”“文明在我心中”等一系列特
色活动，并主持编撰了大雁塔小学《“礼文化”
读本》，编写了“好学生好歌谣”折页手册。通
过点滴熏陶，使素质教育形象化、常规化。

不仅如此，田延还连续二十年承担了国
家和省市培训骨干教师的工作，到省内外100
多所学校，作过近千场次的专题报告，多次赴
农村支教点和希望小学送教下乡。她以“德”
为弦，在三秦大地奏响了育人的最美乐章。

看着各地教师、家长的来信，田延将其分
别装订成册，她感慨道：“这是一个‘互相教
育、互相提升’的过程。希望能带动更多力量
做好教育工作。” 本报记者 牟影影

——记陕西省先进工作者，西安市大雁塔小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田延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
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宣
布将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和发展为
新“八级工”制度。

新“八级工”，即在初级工、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之下补设学徒工，之上增
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新“八级工”与上世
纪 50年代的“八级工”制度有何区别？为何
要出台新“八级工”？新制度将如何实施？记
者采访了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

新老“八级工”有何区别
我国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始于上世纪

50年代的“八级工”制度。1956年，我国确立
了老“八级工”制度。“老‘八级工’制度其实
是一种薪资等级制度，从一级到八级将技能
等级和工资水平一一对应。”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李翔说，老“八级工”曾在
调动技术工人工作积极性、增强技术工人社
会荣誉感、造就一批高技能人才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此次出台的新“八级工”与老“八级工”有
何区别？受访专家强调，新“八级工”制度并

非老“八级工”的简单翻版。
“新‘八级工’制度下，技能等级不再是工

资标准的附属物，而是独立衡量工人技术能
力的标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
巍说，新“八级工”更多是客观反映技能人才
的技能等级水平和职务岗位，并与薪酬激

励、福利待遇、职业发展等相联系。
陈李翔表示，新老“八级工”形似而神

不似，新“八级工”是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
重构新的职业技能等级体系，以加强新时
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具体而言，《意见》明
确提出，将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岗
位使用有效衔接。《意见》鼓励用人单位结合
用人需求，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合理
安排使用技能人才，实行聘期管理制度，在
岗位聘用中实现人员能上能下。

在岗位绩效方面，《意见》的提法是，建
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相匹配的岗
位绩效工资制。通过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
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或根据职业
技能等级设置单独的技能津贴等方式，合理
确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实现多劳者多得、
技高者多得。 （下转第二版）

为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日前，人社部出台新的技能

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新制度将进一步完善技能等级设置，打

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同时，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序列

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

核 心 阅 读

吸引更多年轻人提高技能
拓展晋升通道，提高待遇水平，新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记
者从省总工会获悉，为喜迎党
的二十大，打造健康文明、昂
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
化，推动陕西新时代职工文
化繁荣发展，由省总工会、
省新闻出版局共同组织的

“中国梦·劳动美——喜迎
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全省
职工讲书活动日前启动。

活动从 5月起到 10月结
束，活动期间，各级工会要
认真组织，充分利用工人文
化宫、职工书屋等职工文化
建设阵地，发动本地区、本
行业、本单位职工积极参加
讲书活动，结合自己对书籍
的理解，谈感受、谈感触、谈
感悟。要激发职工书屋活
力，提高职工书屋使用率，
结合行业和职工特点，积极
开展“学四史、讲三忆，不忘
初心感党恩”“阅读经典好
书 争当时代工匠”“书香
进万家”“与共和国同行”等
主题阅读活动。要以职工书
屋“百千万”提质工程、职工家
庭读书会等活动为抓手，开展
经典诵读、读书征文、演讲比
赛、文化沙龙、阅读分享、讲书
达人赛等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线下阅读学习活动，利
用“陕西省职工家庭读书会”
小程序等新媒体开展优秀书
目推荐、名言佳句分享、读书
成果交流、“声临其境”朗读
等各种线上阅读学习活动，
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努
力提升个人政治素养和技能水平，教育引导广大
职工把读书作为日常生活习惯。

讲书活动是推广全民阅读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三忆”活动的主要抓手，也是持续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具体体现。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加强
领导，统筹安排部署，切实发挥劳模工匠等先进
人物的引领示范作用，做到劳模先进带头讲，广
大职工普遍讲，讲心得、谈感受，确保活动广泛
深入开展。要加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通过开展讲书活
动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汇聚起新时代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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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5月16日，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通报了 2022年一季度全省城镇污水处理有
关情况，我省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5%
和 89%以上。

一季度，我省 142座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
总体运行平稳，污水处理量和COD（化学需氧量）、
氨氮等主要污染物消减量均较去年同期有小幅度
提升。全省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累计产生污泥
51.35万吨，其中无害化处置量为49.22万吨，无害化
处置率达到95.86%，处置路径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建
材制砖、焚烧利用和卫生填埋等。

此外，按照关中、陕北地区达到《陕西省黄河流
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陕南地区达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排放标准》一级A出水水质的标准要求，一季
度，全省共有5座污水处理厂月均出水水质不达标。

陕西一季度城市污水处理率达95%以上

■国办：明年年底前全面实现12345与110平台互联互通
■中国驻德使馆驳斥七国集团外长会公报涉华错误言论

■2021年全国草原有害生物危害7.77亿亩 同比下降3.08%
■应急管理部：今年4月全国共发生事故1425起死亡1241人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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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 16日从工业
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科技部等 11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2022-2025 年）的通知》，明确将通过部门联
动、上下推动、市场带动，促进大中小企业创新
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
人才链全面融通，着力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

通知提出，到 2025年，引导大企业通过生
态构建、基地培育、内部孵化、赋能带动、数据
联通等方式打造一批大中小企业融通典型模
式；激发涌现一批协同配套能力突出的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通过政策引领、机制建设、平台打
造，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

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
补链固链强链。

通知明确了打造大中小企业创新链、巩固
大中小企业产业链、延伸大中小企业供应链等
7项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引导大企业向中小
企业开放品牌、设计研发能力、仪器设备、试验
场地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推动各类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库、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梳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业链图谱，按产
业链组织与大企业对接，助力中小企业融入大
企业产业链。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推动大企业加强引领带动，充分发挥中小企业
在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固链强链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11部门部署开展“携手行动”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