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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汉中市
重点项目劳动竞赛启动
仪式举行。来自陕建十
建集团、中建七局等19
家建筑企业的职工代表
参加仪式。

仪式结束后，与会
人员观摩劳动竞赛现
场、慰问一线建筑工人，
并给他们送上防暑降温
物资。 周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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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
■三部门开展家电生产企业回收目标责任制行动
■我国全产业领域平均国际标准转化率已达75%
■祝融号火星车遇强烈沙尘天气 进入休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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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欢快的音乐，29名老员工
代表，面带笑容、身着红色工装，踏上
红毯……5月 18日 15时，在京东物流
西北分公司，正进行着 2022年老员工
授勋仪式。

“五年砺银，十年锻金”的标语、老
员工代表的风采照遍布会场，工作人员
为老员工代表献上鲜花、披上绶带，并
为他们送上小礼物。

“看到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我感到
骄傲。”从业十年的快递员杨金明说。

从业五年的樊博宏，如今身在上
海，为抗击疫情保障民生贡献力量。他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到这次活动
中。“老员工更应起到带头作用，支援上
海，我第一时间报了名。”樊博宏说。

活动现场，老员工分享着与公司的
故事，饱含感恩之情。

“以客户为先为己任，坚守诚信，敢
于拼搏，勇于担当……”在公司总经理
朱成成的带领下，老员工进行了集体宣
誓，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016年5月19日，京东集团正式宣
布设立“5·19老员工日”，寓意着长长久
久的陪伴和相守。

目前，公司共有从业五年的老员工
1616名，从业十年的老员工95名，今年
是第七次为老员工举办庆祝活动。

“老员工是公司的财富，更是公司文化的践行者
和传承者。”朱成成说，希望他们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
精神，带领新员工一起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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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功立业的舞台上我们都是主角

5 月 20 日，西安进行了新一轮核酸检
测，“秦小工”核酸贴纸精彩亮相。这是陕西
省总工会推出的“最美劳动者”系列核酸贴
纸第三款。

“秦小工”是陕西产业工人和广大劳动群
众的代表，也是陕西省总工会各新媒体平台

“官方”的卡通形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陕汽控股维修电工樊凡表示：“‘秦小工’
人物形象可爱，设计美观，主题明确，正能量
满满，体现党和国家对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视，
反映了工人阶级乐观积极的工作和生活态
度。站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我们要加油鼓劲，
创新实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秦小工”
是千千万万个产业工人的代表，是只争朝夕、
苦干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三秦职工的原
型，一经问世，便在全省广大职工群众、劳模
工匠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在新
时代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上，每一个劳动者
都是主角。要不忘初心使命，用勤劳奏响时

代赞歌，用汗水浇灌幸福生活，在新时代的奔
跑路上，跑出三秦职工的新速度、新成绩。”

五月是劳动者的节日，今年又是五年一
次的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评
选表彰年。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
全社会营造“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的浓厚氛围，激发全省广大劳动者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省总工会策划实施了包括“点亮城市
致敬劳动者”“劳模工匠事迹集中宣传报道”

“劳模工匠宣讲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五
一”主题宣传系列活动。此次推出的“最美
劳动者”系列核酸贴纸是“五一”主题宣传系
列活动之一。

水电三局国际公司副总经济师、项目管
理部主任马丽琼说：“当今天一大早看到‘秦
小工’时，先是被代表建设者的黄色帽子所吸
引，紧接上面红色的工会标志又给人一种犹
然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我对身边的儿子
说，这个可爱的卡通就是我们水电职工的缩
影，也代表着千万个劳动者的光辉形象。”中
铁四局六公司技术主管赵凯亮表示：“作为施
工一线作业人员，我觉得‘秦小工’比较亲
切。通过一枚小小的贴纸，可以更好地鼓励
更多一线职工当好‘秦小工’，做‘三个精神’

的传承者，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省总工会以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为原型

设计制作了“劳动美”系列核酸贴纸，有代表
公检法司系统的“警小帅”、代表卫生医疗系
统的“医小美”、代表邮政运输快递行业的

“速小达”、代表教育系统的“师小蒙”、代表
一线产业工人的“秦小工”等，以此向在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
安干警、医护人员、人民教师、快递小哥、产
业工人等劳模工匠以及广大劳动者致以崇
高的敬意。全国劳动模范、中铁一局电务公
司高级技师窦铁成说：“城市发展离不开千
千万万劳动者的拼搏奋斗，此次上线的‘劳
动者天团’，在全社会营造出了劳动光荣、创
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从 5月 7日第一款核酸贴纸“警小帅”推
出以来，其受关注的热度一直未减。西安市
公安局韩森寨派出所副所长、全国劳动模范
汪勇仍清楚地记得：7日早上 5点钟，他在社
区核酸检测点现场执勤时看到“警小帅”贴纸
出现，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暖心。他说：“这
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鼓舞和肯定，更是对我
们今后工作的鞭策与鼓励，我们将争做新时
代人民心目中最可爱的警小帅！”

截至5月20日，“警小帅”“医小美”“秦小
工”等已被推出，受到了职工群众的欢迎，许

多劳动者表示要求购买同款文创，集齐“最美
劳动者”系列核酸贴纸。同时，更多的劳动者
则向陕西省总喊话：@省总工会，我是环保系
统，求出“环小保”；我是金融系统，求出“金多
多”；我是网信系统，求出“网小信”；我是科技
系统，求出“科小创”……

5月19日，在“秦小工”推出的前一天，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
开。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
精神，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
工匠创新交流大会贺信精神为契机，牢牢把
握改革的正确方向，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
席郭大为指出，希望通过各类鲜活生动的形
式，让更多的三秦百姓知晓人民警察、医护人
员、产业工人等群体的奉献和辛劳。要进一
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着力建立健
全技术工人和工匠人才培育选树的体制机
制，持续拓展工匠人才成才成长平台，激励更
多技术工人立足岗位创新创造，让最辛苦的
一线产业工人有荣誉、有待遇，得到全社会的
尊重。 本报记者 阎瑞先

——陕西省总工会推出的“最美劳动者”系列核酸贴纸在职工群众
和劳模工匠中反响热烈

咸阳市重点项目“四比一建”
劳动竞赛表彰大会举行

本报讯（马文宁）5月18日，2021年度咸阳市重点
项目“四比一建”（比项目质量、比技术创新、比安全生
产、比文明施工、建精品工程）劳动竞赛表彰大会举行。

大会授予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
部新基地工程项目等 15个单位为市劳动竞赛优胜单
位、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高新二厂上胶一班次等
10个班组为市工人先锋号、孙勇等 10名个人为市劳
动竞赛标兵。

去年以来，咸阳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围绕全市 380
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展“四比一建”劳动竞赛，全市各县
市区有1000多个班组、近10万名职工参与。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 王雨萧）国
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
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印发通
知，明确把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作为
2022年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工作重点，集中力
量开展联合打击。

通知指出，各地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具体案件
情况，采取联合执法、共同办案等方式组织开展
案件查处工作，联合调查取证，积极推动涉税违
法犯罪及相关犯罪活动的联合检查调查。

通知明确，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

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与贯彻少捕慎诉慎
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机
结合。对于骗取留抵退税犯罪数额巨大、情节恶
劣、危害严重的行为，坚决从严惩治。对于初犯、
偶犯，及时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的实体企业，
可以依法从宽处罚，确保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
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通知提出，要加强政策宣传，释放严查重处
骗取留抵退税等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加大案件
曝光力度，分类分级开展典型案件曝光，不断强
化对不法分子的警示震慑。

严厉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
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

本报讯（记者 鲜康）5月 20日，省总机关工会第
十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张永乐出席会议并讲话。

大会审议并通过省总机关工会第九届委员会工
作报告、经审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省总机关工会第十
届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张永乐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省总机关工会第九
届委员会的工作。他指出，新一届工会委员会要做实
思想政治引领，树牢政治方向，走在前作表率；要把握
机关工会特点，聚焦主责主业，构筑干部职工成长发
展平台；要围绕维权服务基本职责，不断提升维权服
务意识和能力；要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工会
工作规范化，以着力打造省直机关基层单位示范点为
持续目标，不辜负全体机关干部职工的信任和期望，
切实把机关工会工作做得更好。

在省总机关工会第十届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宋琦
当选主席，路琰、解欢庆当选副主席。

省总机关工会十届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状况申请缓缴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 5月 20日从

省人社厅获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抓好特困行业纾困政策落实，我省印
发了《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
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从适用范围、实施期
限、办理流程等方面，对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
费作出规定，同时明确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
状况申请缓缴。

《通知》对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缓缴适
用于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
输企业三项社保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上述
行业中以单位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参照企业办法缓
缴。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企业应依法履
行好代扣代缴义务。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2年
缴纳费款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2022年
未缴费月度可于 2023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
基数在2023年我省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
内自主选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在实施期限方面，《通知》要求，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4月至 6月。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
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年 4月至 2023年 3月，
在此期间，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已
缴纳所属期为 2022年 4月费款的企业，可从
5月起申请缓缴，缓缴月份相应顺延一个月，
也可以申请退回 4月费款。缓缴期间免收滞
纳金。

针对办理流程，《通知》指出，在缓缴期

限内，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向各级社会
保险登记部门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新开
办企业可自参保当月起申请缓缴；企业行业
类型变更为上述行业的，可自变更当月起申
请缓缴。

在资格认定方面，《通知》规定，各市（区）
要本着方便、快捷、不增加企业事务性负担的
原则审核。各级社会保险登记部门审核企业
是否适用缓缴政策时，应以企业参保登记时
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为依据。现有信息无法
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的，可实行告知承诺
制，由企业出具所属行业类型的书面承诺，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补缴费款方面，《通知》要求，企业原则
上应在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缓缴的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费款；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费最迟于 2022年底前补缴到位，期
间免收滞纳金，税务部门应及时提醒企业补
缴。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提前申报缴纳缓
缴的费款，税务部门应及时征收。企业依法
注销的，应当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相关
部门按照注销流程及时办理。

在待遇处理方面，《通知》明确，缓缴期限
内，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的，企业应先为其
补齐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
失业保险费不影响企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费率和稳岗返还政策、不影响参保职工
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不影响参保失业人
员享受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等相关待
遇。缓缴工伤保险费不影响企业享受阶段性
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职工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我省印发《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

老员工走红毯老员工走红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