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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6 月 22 日，一些老年人在西安
市莲湖区汉城北路社区养老集市活动
现场接受健康义诊、防范养老诈骗咨
询等贴心便利服务，提高社区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 吴宽宏 摄

↓6 月 22 日，市民在
西安市西大街房产交易大
厅外自助服务点查询房屋
信息。

西安市住建局房产交
易管理中心在西大街房产
交易大厅设置厅外自助服
务区，目前 3 台房屋信息
查询自助服务机已投入使
用。自助查询机可自助办

理房屋网签信息查询、住
房查询、房屋查询、登记簿
查询、登记记录查询、办理
件流程查询等内容。

据了解，自助服务区
打破只有工作时间才能
办理查询业务的模式，做
到自助查询全年无休，查
询时间为8:00-20:00。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养老集市真贴心

自助服务真方便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 6月 21日下午在京开幕。民事强制
执行法草案、反垄断法修正草案、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等多件法律草案提请
会议审议。

其中，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提交会
议初次审议，这是我国首次专门立法保
障民事强制执行。草案明确了对“老
赖”的惩戒措施，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禁
止其进行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
的有关消费，可以限制其出境等。草案
还对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的适用条
件、实施、期限等作出规定，并规定了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的适用条件、
实施、信用修复等内容。

专家认为，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
编基础上制定专门的民事强制执行法，
有利于建立权责明晰、运转高效、监管有
力、保障充分的现代化执行体系，确保司
法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行使执行权，

确保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21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关于儿童
健康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我国集
中力量解决儿童健康重点问题，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加强儿童青少年肥
胖防控，全力推进儿童健康促进工作。

反垄断法修正草案 21 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此前初次提
请审议的修正草案一审稿对垄断协议安
全港规则作了规定，明确对于市场份额
低于一定标准的经营者，不适用本法有
关禁止垄断协议的规定。修正草案二
审稿对此进行了修改完善，明确对经
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垄断协议，
经营者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的市场
份额低于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
的标准，并符合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
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不予禁止。

提交会议审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草案二审稿加大了违法行为惩处力
度，加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措
施，同时完善涉诈资金链治理，并扩大
反诈宣传义务主体，构筑起更严密的法
网，以更好守护好公民的钱袋子。

2021 年 10 月，中国立法机关对反
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这是中国首次专门针对电信诈骗领域
启动国家立法程序。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周光权 21日介绍说，二审稿“一
是将涉诈监测治理对象由银行账户、支
付账户扩展到数字人民币钱包、收款条
码等支付工具和支付服务。二是增加
规定用户查询名下银行账户、支付账
户便捷渠道。三是明确金融机构可
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设备位置信
息。四是规定支付机构应当依照规
定完整、准确传输有关交易信息。”

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猖獗，一定程

度上和违法成本较低有关。为此，有的
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部门和社会公
众建议提高草案法律责任部分的罚款
幅度，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人员的惩处
力度。周光权表示：“为加大对电信网
络诈骗人员的惩处力度，建议作以下
修改补充：一是增加对电信网络诈骗
分子使用电话卡、金融账户、互联网账
号等的限制措施，并增加限制措施情
形。二是增加规定对有关涉电信网络
诈骗人员可以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三
是对有关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罚款幅
度作了调整。”

（综合新华社、中青报等）

问：《条例》构建了怎样的
信访工作监督体系？对违反规
定的情形如何进行责任追究？

答：有效的监督是确保责
任落实的必要条件。《条例》构
建了包括监督责任、监督机
制、责任追究在内的监督体
系。一是强化信访工作督查，
规定党委和政府组织专项督
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其办
公室、信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
开展督查，党委和政府督查部
门将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列入
督查范围。二是强化信访工
作考核，规定党委和政府每年
对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考核、通
报，注重考核结果运用。三是
强化信访部门提出改进工作、
完善政策和追究责任“三项建

议”的职责，建立信访情况报
告制度，做好与巡视巡查工
作、干部监督工作的衔接等。

同时，《条例》对需要进行
责任追究的情形和方式作出
明确规定。对机关、单位，规
定引发问题责任、登记转送
交办责任、受理问题责任、处
理问题责任以及其他责任，
对违反责任的机关、单位及
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
理。对信访人，规定滋事扰
序、缠访闹访情节严重，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或者
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相关法律
法规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
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信访工作条例》解答

近来，00 后在工作中的一些“反常
规”操作数次登上新闻热搜榜，比如准点
下班、拒绝本职工作外的无理要求、权益
受损后积极申请仲裁等。

就在人们笑称“00后开始整顿职场”
时，一则新闻引发关注：广东一家公司设
立了一个叫“新一代”的新部门，将00后
员工全部收入其中进行统一管理。于是

又有人说“00后已经被职场整顿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质特点。一方

面，部分00后在职场一言不合就开怼或者
稍不开心就辞职的现象并不具有普遍
性。另一方面，作为在互联网时代中成长
起来的一代人，00后或许确实比前辈们更
在意自身权益，更敢于为自身诉求发声。

职场也好，社会也罢，都是依靠新鲜
血液的不断补充才能持续向前。以00后
对职场PUA现象说“不”为例，某种程度
上，当更多人“拍案而起”进而推动形成
新的风气，相关的职场顽疾距离被攻克

的日子或许就会更近一些。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何时，提升自身

对社会和职场的适应能力，都该是年轻
人的必修课。00 后新人一些想法与做
法，难免会让他们在工作中碰壁或摔跟
头，但这也是成长必经的路——只有从
代价中吸取教训、忍受一些棱角被磨圆
的疼痛，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曾经让 60 后 70 后头疼不已的 80 后
90后，不少已逐渐成为职场的中坚力量；
再过十多年，大量 00 后大抵也能如此。
成长少有跳级或捷径，晋级和成功的法

则也不会因年代的不同而有大的改变。
从各领域不断涌现的“大拿”型年轻

人以及为生活工作拼搏奋斗的普通人身
上，其实不难看出，所谓“躺平”更多是一
种宣泄和调侃。通过自身努力，在创造
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体价值，依然是
当代年轻人的内心愿望和奋斗目标。

从这个角度讲，初入职场的00后真
的没什么特别需要标注的地方——不如
对他们少些定性评价，多给他们一些发
挥空间，或许很快，他们就能还职场和社
会以惊喜。 （罗筱晓）

多件法律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明确对“老赖”的惩戒措施
我国首次专门立法保障民事强制执行

（上接第一版）
在位于柞水县芦才沟村的XKZQ-3

标段项目经理部一分部（一二三工区）驻
地，心连心流动驿站几个鲜红的大字格
外醒目。在这里，流动微书屋、流动理发
店、流动医疗站等一应俱全，摆满书籍的
书架和一张圆形书桌，正以开放的姿态
虚位以待；临窗的办公桌上放着血压计
等医疗器械和常规药品，彰显着体贴入
微的关怀；书架的斜对角是理发台，另一
侧墙壁上挂着介绍服务项目的展板。对
面是流动大学堂和流动电影院，黑板、桌
椅、书刊、电视机、投影仪等应有尽有，学
习、培训、休闲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一分部二工区九天山隧道 1号斜井
的流动小超市设在一间活动板房内，几
个货架上摆满了日常用品，“超市管理员
制度”“平安先生”奖励超市物品积分兑
换清单等忠实地履行着义务。超市管理
员万明喆向记者介绍，为鼓励作业人员
遵守基本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安全行
为，公司将操作规程和排查隐患对应成
相应分值，只要发现问题就可获得积分，
到超市兑换奖品。万明喆说：“通过物质
奖励，提高了在建人员的安全意识，实现
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
同时，也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超市
隔壁就是“亲友接待室”，这里配备了双

人床、电视机、桌椅、窗帘等日常生活设
施，简洁温馨，让前来探亲的家属充分享
受家的温暖。

永葆初心 持之以恒
今年 43岁的王树和来自贵州省，他

是上个月被杜云叫来干活的。“听说公司
对农民工各个方面的待遇是所有工地里
最好的，我就来了。”王树和说。杜云来
自云南，项目开工以来，他就和妻子同在
工地干活。“孩子在老家由父母带，不用
操心，自从工地有了超市，生活消费基本
不花钱，我和爱人用积分兑换的生活用
品几乎用不完，还常常把多余的洗发水
送给别的工友。工作之余还可以看书、

看电影，生活挺丰富的”，满满的幸福感
溢于言表。他说，以前理发要跑好远的
路，现在流动理发店解了他的后顾之忧。

截至目前，流动大学堂先后开展了8
次活动，180多人踊跃参加；流动理发店
开展了 6次活动，240多人享受了贴心服
务；流动电影院开展了 3次活动，近 100
人借此丰富了文化生活；流动微书屋每
天坚持按时开放，经常有员工流连忘返；
流动小超市每天定时开放，100多人兑换
了积分……“把服务职工的工作做细做
实，常做常新，让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
温暖。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应尽的职
责。”白稳超自信地说。 本报记者 毛静

不必急于定义职场“新一代”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6月
20日至 22日，西安市 2022年“喜
迎盛会，匠心筑梦，技耀古城”高技
能人才烘焙项目技能大赛在西安
食品工程高级技工学校举行。参
加本次大赛的预选赛选手为180
人，进入决赛的人数为142人。

据悉，本次大赛参照国赛的
办赛标准，共分西式糕点制作、
西式面点制作、面包制作、饼干
制作 4个工种，设个人奖、团体

奖。各单项竞赛前三名选手，将
在西安市劳动竞赛各项表彰及
五一劳动奖章推荐评选中优先
考虑，团体项目竞赛前三授予
优秀组织单位奖；对于预赛、
决赛成绩均合格的参赛选手
将按照《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
单》或西安市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范围内职业（工种），办理相
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2年西安市高技能人才
烘焙项目技能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6月
22日，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举行
2022 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活
动。活动围绕车辆行驶中轮胎
爆裂应急处置演练、车辆相撞
（含人伤）应急处置演练、疫情防
控异常码应急处置演练，以及车
辆操作精准度技能四个科目展
开安全演练。

本次应急演练是西安市出
租汽车行业最大规模的安全应
急综合演练，参练人员反应迅
速、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动作熟
练，按照应急处置操作流程有序
进行。

西安市各巡游出租汽车企
业、网约车平台、汽车租赁行业
代表等100多人参加活动。

西安出租汽车行业
开展四科目安全演练

本报讯（李琳）为满足患者
的需求，给白天没时间就诊的患
者提供便利，分流日间就诊压
力，减少日间门诊拥挤情况。6
月23日起，西安市红会医院夜间
门诊正式开诊。

开诊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18:00-20: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广大市民朋友可以通过西安市
红会医院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或现场挂号就诊，每晚 20:00将
停止挂号。

开诊科室为脊柱外科、骨关
节科、儿童骨科、康复医院、内
科，开诊地点在医院一号楼 2楼
201-205诊室。

西安红会医院夜间门诊今日起开诊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连 日 来 ，
汉中镇巴公路
段抢抓天气晴
好有利时机，
采取人工与机
械 结 合 的 方
式，全面组织
展开路面坑槽
修补工作。

魏涛 摄

本报讯（董洁）6月 21日，陕
建十一建集团联合咸阳经开区
管委会为承建的秦创原临空智
港项目周边一线 200 余名环卫

工、保安等人员送去防暑降温
慰问品，传递企业关怀。此次
共送去慰问品 200 余份，价值
4.2万余元。

陕建十一建集团：为环卫工保安等人员送清凉

本报讯（褚小娟）近日，陕煤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围绕“安全生产
月”主题，坚持开展隐患大排查和

“反三违”行动。该矿从设备确认

和操作等细节入手，加大查处力
度，降低“三违”发生率。同时，每
月评选“安全卫士”，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提高全员抓安全的主动性。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开展隐患排查和“反三违”行动

本报讯（刘常钰 连颖 杨永
强）截至目前，延长石油榆林炼
油厂共接卸进口原油 6000 余
车，进口原油 35.1万吨，输转进
口原油 34.5 万吨，完成年度接

卸任务的 70%。该厂成立攻关
小组，得出一整套周期最短、
接卸能力最强的优化创效方
案，保障进口原油的安全及时
供给。

榆林炼油厂：保障进口原油及时供给

本报讯（马红）为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行为，近日，安康市宁
陕农商银行开展守护百姓“养老
钱”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将诈骗

分子的惯用手法、作案方式等相
关知识转化为老年人能听得懂
的“大白话”，重点教他们如何保
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宁陕农商银行：开展守护百姓“养老钱”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