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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1月 17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2022年底以来，最高法以最严标准、最高要
求、最强措施坚决巩固整治年底不立案成果，切
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坚决做到对年底不立案“零
容忍”。

最高法：对年底不立案“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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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主题劳动竞赛开展以来，陕

西省各级工会和劳动竞赛组织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围绕陕西重大
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广泛深入持久
地开展劳动竞赛，稳步推进劳动竞赛“十百
千万”工程落地生根，全省11个市（区）总工
会和8个省级产业工会精心策划、积极组织
实施，8万余家单位参与劳动竞赛，参与职
工500余万人次。

——围绕“水陆空”立体交通枢纽，扎
实推进重大工程劳动竞赛。在航空领域开

展的西安咸阳机场扩建工程建设劳动竞赛
项目中，参赛职工人数 24600人，其中农民
工 9530人。在竞赛引领下，职工争分夺秒
赶进度、勤学创新攻难关，目前三期工程已
提前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主体混凝土结构
施工。在铁路领域开展的陕西省重大高铁
项目工程建设劳动竞赛，近两年参赛企业
数量49家，参赛职工人数5832人，其中农民
工 4240人。铁路职工在竞赛过程中，怀抱
攻坚信念、克服疫情影响，已陆续开工建设
西延高铁、西康高铁、西十高铁，预计到
2025年，新建铁路总里程达 540公里，届时
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将全线贯通。在公路
领域开展的陕西省交通运输系统劳动竞
赛，西安外环高速公路南段全线共有 21家
施工监理单位，近 6000人参与劳动竞赛活
动；省公路局围绕“四促一创”开展“美丽干
线公路创建”劳动竞赛，围绕“大干 100天

精细化养护”主题，在促进项目顺利进行的
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在水利领域开展陕
西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引领性劳动和技能
竞赛，在 2.85 万余名职工的共同参与下，
2022年2月，秦岭输水隧洞项目安全顺利实
现全线贯通，项目参赛单位（企业）43个。

——围绕“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深
入推进重点产业劳动竞赛。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是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总平台和创
新驱动发展总源头，为充分发挥秦创原平
台作用，陕西围绕加快“三器”建设开展劳
动竞赛。依托秦创原平台，在高端装备制
造领域开展高新工程和军民融合重点项目
劳动竞赛，助推国家重点高新武器装备和
大飞机、神舟飞船、探月工程、北斗工程等
研制任务顺利完成，近两年超过 30万人次
投身各种劳动竞赛活动中，221个单位受到
陕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表彰。在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领域开展高新技术转化劳动竞
赛，围绕23条重点产业链，梳理2600多项关
键核心技术清单，发布 50个“揭榜挂帅”重
点攻关课题。在机械建筑领域，组织开展

“建功新时代·筑梦新征程”主题劳动竞赛，
申请重点项目劳动竞赛专项补助222万元，
劳动竞赛开展率达98%，职工覆盖面达96%
以上；开展“法士特杯”“陕焦杯”“陕钢杯”
等系列劳动和技能竞赛，职工参与率达95%
以上，实现了由“精英赛”“示范赛”向“全员
赛”“普遍赛”的转变。在农业领域开展“民
丰杯”务果技术大比武竞赛、“最佳果园”园
貌整理劳动竞赛，聚焦“延安苹果、眉县猕
猴桃、富平柿饼”等特色产业，通过劳动竞
赛向农业产业工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全
面提升果园科学化管理水平和亩均效益，
参与劳动竞赛的人数 10万余人，其中农民
工占92%。 （下转第二版）

陕西工会：以劳动竞赛助推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热闹的锣鼓、舞狮和高亢的华
阴老腔，西安市高陵区的年货大集开启。

春节期间，高陵区推出“寻年俗文化
观非遗民俗”等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
系列活动，年货大集就是其中之一。在漫
天飞雪中，街道上挤满了前来“逛吃”和追
寻“年味”的人们。

据高陵区常务副区长李斌介绍，此次
年货大集共设置 7个区，涵盖名优特产、老

字号商品、年俗用品在内的 9大类商品，为
城乡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集中置办年
货、体验年文化的“一站式”年庆平台。

记者看到，年货大集上既有当地的特
产和山货，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年
味。其中，关中蒸碗、五香油茶、手写春
联、兔子花灯等传统年货成为抢手货。搭
乘中欧班列长安号而来的十多个国家的
食品、酒水等“洋年货”，也吸引了许多人

“买买买”。
Ulife 西安港进口商品直营店现场负

责人王赛说：“大家对这些来自海外的年
货热情很高，最受欢迎的就是来自哈萨克
斯坦的红花籽油，这不，一上午就已经销

售过万了。”
年货大集还专门辟出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区，许多当地的非遗艺人也向人们展
示着传统手艺。画糖人、演皮影、唱老腔、
剪窗花、印年画……让人眼花缭乱的传统
文化活动吸引了人们驻足流连，非遗艺人
还手把手地教孩子们体验传统技艺。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当地的传统非
遗文化“做花馍”。色彩丰富，花样繁复的
花馍令人叹为观止。民间艺人李恒战一边
向观众介绍不同花馍的寓意，一边手指翻
飞将面团捏出各种形状。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这里都有蒸年
馍的习俗，亲戚们互相送花馍送祝福。这

个花馍就是母亲给出嫁的女儿送节用的，
我目前已经接了20多单了。”李恒战说。

大集上，不少年轻人身着传统汉服，很
多小孩子戴着虎头帽、兔头帽，传统与现代
碰撞，映出人们脸上的欢乐祥和。“这就是
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感觉！”“这才是沁到骨
子里的年味！”不少游客感叹道。

“赶年集、办年货、寻年味，这是我们所
有人印象深刻的记忆。为了让乡亲们感受
春节的喜庆热闹，我们同时还将通过开展
古装巡游、街头快闪变脸等特色活动，力求
让群众在浓浓的年味气氛中感受关中文化
风情，在文化年货中过一个欢乐的幸福
年。”李斌说。 新华社记者 姜辰蓉 李亚楠

西安：赶大集 看非遗 文化年货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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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1月 16日，省国防工会系统劳模、
工匠人才和先进职工疗休养工作座谈会在省工疗举行。省总
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出席并讲话。

吴志毅指出，开展劳模职工疗休养是工会组织关心关爱
职工的重要举措，各基层工会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劳模职工
疗休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依据《陕西省国防系统职
工（劳模工匠人才）疗休养工作实施意见》精神，结合自身实
际，健全完善劳模职工疗休养工作制度，精心制定本单位疗休
养计划并组织实施。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与省工疗合作，丰
富疗休养工作平台，满足更多劳模职工对疗休养的期待和需
求。同时，省工疗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在组织形式、疗休养内
容等方面出新招，为劳模职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更舒心的
环境。

会上，省国防工会与省工疗共同为“陕西国防系统劳模
（职工）疗休养培训基地”揭牌，省国防工会系统 18家单位与
省工疗签署了劳模、工匠人才和职工疗休养合作协议。

省国防工会与省工疗签约共推劳模职工疗休养

本报讯（李飞翔）近日，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开展2023年
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预计使用210余万元专项资金。

连日来，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分别实地走访慰问中能建
西北电力装备有限公司陕西银河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大
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渭河热电厂、中国石化销售陕西宝鸡石
油分公司、中能建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秦东新能源建
设项目部、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
任公司等12家企业及一线生产、保供单位、困难企业，重点对
困难职工、劳模工匠、节日期间坚守一线岗位的干部职工进行
走访慰问，发放防疫大礼包近300份。

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以送温暖、临时救助、常态化帮扶的
形式，积极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实际问题，并在春节前及时发放
2023年第一批困难职工临时救助资金12.65万元，让广大职工
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

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深入一线“送温暖”

本报讯（杜佳鹏）近日，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启动2023年
“贯彻二十大 关爱送温暖”慰问活动。活动本级共筹措资金
110万余元。

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分别到延长石油材料公司、秦川机
床工具集团、陕钢集团等单位，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新产
品研发及市场情况、职工收入水平及生活状况，看望慰问奋战
在一线的职工、劳模及重疾职工，采取“送慰问金慰问品、送帮
扶政策、送读书卡”等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慰问和帮扶。

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要求系统各基层单位，要通过开展
“送温暖”慰问活动，帮助解决职工生产生活中实际困难，推动
一线职工福利待遇和生活保障服务的落实，确保“送温暖”活
动取得实效，切实将本系统广大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将凝聚力和战斗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
产力，不断增强企业活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启动“送温暖”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 者 阎 瑞
先）1月 17日，第十一次全
国企业民主管理工作调研
检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
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总
结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情
况，提出进一步健全企业
民主管理制度的思路举
措。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协调小组组长，省总工会
主席郭大为在陕西分会场
参加会议。

近年来，陕西省把企
业民主管理作为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
认真落实《陕西省企业民
主管理条例》，健全完善以
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
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形
成了“党委领导、行政负
责、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工
会协调、职工群众广泛参
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运
行机制，不断推进企业民
主管理提质增效。目前，
陕西已建工会的公有制企
业职代会建制率 98.3%、厂
务公开建制率 96.2%，非公
有制企业职代会建制率
87.42%、厂务公开建制率
85.73%，在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陕西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

会上，上海市人社局、
陕西省国资委、浙江省总工
会、湖北省工商联4家单位
进行交流发言。省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成员
单位负责人参加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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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晚拍摄的西安大唐不夜城。春节前夕，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璀璨夺目、流光溢彩，
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漫步年味渐浓的步行街，期待新春佳节的到来。 袁景智 摄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各级财政部
门将按照“保健康、防重症”总体要求，加大
疫情防控经费投入力度，重点用于患者救
治费用补助、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疫
苗和接种以及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所需支出。

这是记者16日从财政部获悉的。财政
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进一
步做好新阶段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切实加
强防控经费管理。

财政部称，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医疗资源建设投入，重点加强县级医院

重症和传染病医疗资源建设，做好农村地
区急诊急救、重症等资源横向统筹和扩容
改造。支持地方使用政府一般债券、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领
域项目建设，做足医疗救治特别是重症救
治的应对准备，着力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
需求，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通知明确，中央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对各地患者救治、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
补助、疫苗和接种进行补助。对地方提升

重症救治能力等承担支出在安排相关财力
性补助资金时给予统筹考虑。省市级财政
部门要充分考虑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支出需要，加大对财政困难县区疫情
防控的转移支付力度。

财政部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统
筹谋划，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渠道
筹措资金，大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序规
范组织资金调度，集中力量保障疫情防控
必要支出。适应当前应急需要，提高中央
和地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财政资金

拨付流程，建立完善防疫物资、医疗救治物
资等急需资源政府采购“绿色通道”，决不
能因为经费问题影响疫情防控。本着急事
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对于已明确的医院
补助资金，要限期拨付到位，拖欠的要尽快
拨付，帮助医院疏解困难，确保正常运转。

通知强调，各级财政部门要严肃财经
纪律，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督促指
导相关部门规范疫情防控资金财务管理和
会计核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地方不
得擅自截留、挤占、挪用或改变资金用途。

财政部：进一步做好新阶段疫情防控经费保障

新华社北京1月 17日电（姜琳 郭晓
蕾）个人养老金制度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
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
度，属于第三支柱保险中有国家制度安排
的部分。记者17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获悉，截至2022年末，已有近2000万人开设
了个人养老金账户。

2022年 11月 25日，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36个城市或

地区先行实施，覆盖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
和计划单列市，先行城市或地区符合条件
的群众可自愿参加个人养老金，年缴费上
限为12000元。

依照规定，参加人需要开立个人养老
金账户与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其中，个
人养老金账户需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等全国统
一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

老金资金账户需通过商业银行开立。目
前，多家银行均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提
供了手机银行App、营业网点等线上线下开
通渠道。

开通账户后，参加人可向资金账户缴
费并购买符合规定的理财产品、储蓄存款、
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并可按 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享受递延纳税。据专家
测算，仅从缴纳环节看，年收入超过 6万元

的参加人，根据年收入水平不同，个人养老
金可每年节税几百元至几千元、甚至上万
元不等。

据悉，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
不可避免存在投资风险。《个人养老金实
施办法》强调，销售机构要以“销售适当
性”为原则，做好风险提示，不得主动向参
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养
老金产品。

我国已有近2000万人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

新闻集装箱

据新华社电 国家移民管理局 1月 17日发布
2022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2022年，全国移民
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963.8万架
（列、艘、辆）次，出入境人员1.157亿人次。

2022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157亿人次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国资委 1月 17日发布数
据，2022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9.4万亿
元，同比增长 8.3%，实现利润总额 2.55万亿元、净
利润 1.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5%、5%。

央企2022年利润同比增速为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