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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韦烨）1月4日，宝鸡市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渭滨区西部智
造创新园举行，总投资 138亿元的 70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当天集中开工的项目涉及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城市建设、社
会民生5大类，“含金量”高、“含新量”

多、“含绿量”足，都是支撑作用明显、
综合效益突出的大项目、好项目。

据了解，活动举行地渭滨区西部
智造创新园，是西部传感器产业园一
期满员入驻、二期招商告罄后，盘活
沉睡10余年的闲置土地，启动新建的
产业园三期项目。该项目占地89亩，

总投资 30亿元，将建设电子、微电子
厂房 8栋和创新研发大楼 1栋。预计
2023年底全面建成交付，投产达效后
年产值将达到50亿元，亩均产值5000
万元以上，必将进一步夯实西部传感
器之都的产业支撑、科技支撑、实力
支撑。

总投资138亿元

宝鸡7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李舒婷）笔者日前从汉中
市数字经济工作调度会上获悉：2022
年，汉中市聚焦数字兴业、数字赋能、
数字治理，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把手
工程”，强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3年行
动计划，累计招引数字经济项目 110
个，招引资金296.1亿元。

据悉，汉中市实现光纤网络和4G
网络双覆盖，固定宽带用户下载速率
同比提升 16.6%，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25户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实现产
值 47.69亿元（截至 2022年三季度），
同比增长4.7%；培育网商46985家，同
比增长 10.56%，带动就业 13.72万人，

实现网络交易额 229.37亿元；开展企
业“上云用数赋智”行动，415户企业

“上云用平台”，16户企业接入省级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服务平台；全力推
动智慧汉中PPP项目落地见效，“互联
网+政务平台”等行业信息化系统上线
运行，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汉中去年招引数字经济项目110个
招引资金296.1亿元

本报讯（黄晓巍）笔者从西安
市工信局获悉，经综合评审、实地
考察和网上公示，近日，西安三六
九互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等 31家
服务机构被认定为第九批西安市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据了解，被认定的西安市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要不断完
善服务功能，创新工作思路，突出
服务特色，提升服务质量，了解企
业需求，主动开展服务，切实发挥
好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按照相关要求，西安各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单位应自觉
接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属地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中小企业
服务方面的指导和管理。每年应
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报送半年和
全年工作总结。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对示范平台实行动态管理。示
范平台每年认定一次，有效期三
年，三年后须重新认定。各区县
（开发区、产业基地）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扶持和管理
力度，引导各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以
优质示范服务，带动本地区更多的
专业服务机构积极为中小企业服
务，推动本地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为西安市中小企业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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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近段时间，不少地方迎来新冠病毒感
染高峰。面对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各级
医疗机构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发扬连续奋
战作风，不畏艰辛、勇毅坚守，在防控工作
重心转向“保健康、防重症”时发挥关键担
当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

没有生而英勇，只有选择无畏。广大
医务人员中有许多人没有完全康复就返
岗战斗。他们用专业守护生命屏障，以大
爱担当使命重托，他们是最美的天使，是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白衣执甲，凝聚全社会迎战疫情的信
心。三年间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4
万多名医务人员逆行武汉，全国数百万名
医务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给病毒肆虐的
漫漫黑夜带来了光明；迎战“德尔塔”，再
战“奥密克戎”，广大医务工作者以对人民
的赤诚和对生命的敬佑，争分夺秒，连续
作战，挽救一个又一个垂危生命，战胜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生动诠释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让全社会看到战胜疫情的曙
光、倍增前行信心。

逆行勇士，以无私奉献书写医者担
当。很多人脸颊被口罩勒出血痕甚至溃烂，很多人
双手因汗水长时间浸泡发白，有的同志甚至以身殉
职……疫情暴发以来，广大医务人员不畏生死、不计
报酬、不讲条件，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恪尽职守，
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
史不会忘记。

当前，春节临近，疫情防控仍是吃劲的时候，医务
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仍面临十分艰辛的付
出、极度疲累的坚守、咬紧牙关的挺住。要进一步按
照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要求，完善分级分类诊疗，优
化就诊流程、下沉资源力量，强化药品和医疗设备保
障，扎扎实实为“白衣战士”做好保障工作，解决他们
的后顾之忧。全社会要对他们更加理解，坚持做好个
人防护，就诊时多一份耐心和信任，尽量把宝贵的医
疗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

“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胜利”。只要我们团结
一致、攻坚克难，积小胜为大胜，定能迎接春回大地、
春暖花开。 （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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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 记者 1月 5日从全国总工会
获悉，全总近期对快递企业推进“会、站、家”
一体化建设下拨专项补贴，带动快递企业各
级工会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工作推进步伐，
推动快递企业“会、站、家”一体化建设不断扩
面提质，覆盖更多的快递基层单位和快递职
工，让广大快递职工感受到工会组织“家”的
温暖，切实把快递职工吸引过来、组织起来、
稳固下来。

全总将对快递职工集中度较高的分拨中
心等省（区）级单位开展专项补贴，同时兼顾
快递末端网（站）点等一线基层单位的“会、
站、家”一体化建设，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建设

单位开展职工文体活动、保障安全生产、改善
职工生产生活条件等。

近年来，全总以“会、站、家”一体化建设
为抓手，推进快递企业建会入会和维权服务
工作，已初步实现工会组织从覆盖少数企业
向覆盖大多数企业的转变。横向看，顺丰、中
通、圆通、京东、德邦等头部快递企业总部均
已建立工会组织。纵向看，工会组织已从企
业总部向地方分公司及其网（站）点延伸。
2022年，中国邮政集团、顺丰、中通、圆通、韵
达、京东物流、极兔、德邦等头部快递企业开
展“会、站、家”一体化建设 700余家，发展会员
8万余人，配套资金 1400余万元。

全 总 下 拨 专 项 补 贴 推 进
快递企业“会、站、家”一体化建设

1月6日，陕西省财贸金融轻工
工会联合西安市财贸工会在西安市
华清广场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温暖服务季”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并
为外卖骑手代表发放慰问礼包。省
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霞宣布
专项行动启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为重点，以送防疫物品、送
文化服务、送维权关爱等为主要内
容，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广大新
业态劳动者心坎上，营造全社会共
同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浓
厚氛围。

本报记者 刘强 摄影报道

同心抗疫助发展 冬送温暖促和谐

近期，西安不断统筹调度医疗资源，强化
农村地区医疗服务保障。一些区县充分发挥
街道镇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用，对高风
险人群的健康状况进行摸底，根据健康风险
等级实施健康管理。

秦岭山中，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沣峪
村，几场冬雪过后，部分道路已经结冰，车行
其间，轮胎不时打滑。山路虽难行，但药一定

要送到老乡手里。滦镇街道卫生院医生崔思
语和高丹阳将车停到路旁，索性提着“健康
包”，步行前往老乡家里。

长安区农村人口近40万，是西安市农村
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因众多群众居住在秦
岭沿线山区，居住分散加上冬季山路湿滑，部
分村民外出就医很不方便。

为此，长安区专门成立了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专班，致力于保障农村医疗物资供应，加
强农村重点人群防护。“健康包”就是疫情防
控专班为农村重点人群准备的，其中装着退
烧药、咳嗽药、体温计、口罩和抗原试剂盒等。

见到医生上门，沣峪村村民段春成赶忙
把她们迎进家里。崔思语打开“健康包”，细

致地给段春成讲解药品种类和注意事项，然
后又拿出血压计给他测量血压。

接过药品，段春成连连道谢：“之前有些
头疼，但是不明显，就没去看病，这下医生上
门来了，还带来了药品，让我放心多了！”临别
时，崔思语又给段春成留下自己的电话，叮嘱
他一旦身体不适，就给她打电话。

强化重点人群包保联系，主动做好重点
人群动态服务。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吴海军介绍：“为了最大限度压峰值、延峰
期，我们制定了包括‘健全一套三级联动医疗
服务体系’‘储备发放一批防疫物资’等在内
的‘八个一’工作法；同时，根据前期摸排，我
们还面向农村重点人群建立了健康管理台

账，集中采购了7000份‘健康包’免费发放给
农村困难群众，帮助他们平稳渡过疫情。”

记者在西安市多个区县的农村和卫生院
采访看到，随着防疫关口不断前移、帮扶力量
持续注入、医疗服务供给日渐扩大、相关药品
供应逐步增加，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
务网络不断织密。

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西安将继续整合多方力量抓好农村地区
防疫体系运转、药品供应、重症治疗和老人儿
童防护等方面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日常健
康服务，突出重点人群管理，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华社西安1月5日电）

把药品送到老乡手里
——西安农村疫情防控一线见闻

本报讯（记者 刘强）1月 6日，西安市召开深入推
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重要性的认识，围绕思想政治引领、建功
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5大重点任务，
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要聚焦新形势新
任务，充分发挥产业工人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
创新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工作向纵深发展。要密切协同配合，切实形成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强大合力，推动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各项任务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成效。

会议指出，要认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根据目标任
务，结合职责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以点带面推动，精
心研究制定试点方案，积极推进落实，为全市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闯出新路子。要强化督查考核，
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定
目标、定责任、定措施，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奋力谱写西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西安市召开深入推进产业工人
队 伍 建 设 改 革 工 作 会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