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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去卯来腾瑞气 虎归兔到发
祥光”“虎年已去春风暖 兔岁乍来喜
气浓”……1月 18日，在西安市土门
工人文化宫内，书法家们正挥毫泼
墨，书写着一副副春联。

“从 1月初，大家就开始策划‘送
春联’活动，组织退休职工、书法家协
会会员和书法爱好者，免费为大家书
写春联。”西安市土门工人文化宫主
任侯朋辉说。

此次“送春联”活动，西安市土门

工人文化宫共书写春联 2000余副，
并计划将这些春联免费送给辖区的
一线工作者。

送春联、送福字，把新春祝福都
写在春联上。西安市土门工人文化
宫地处西郊，与其遥相呼应的是位于
东郊的西安市纺织城工人文化宫。

记者发现，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
春节，该文化宫工作人员不仅发动书
法家给大家写福字和春联，还组织了

“迎新春职工益学大讲堂”，聘请专人
线上讲解节日手工艺品制作。

烘托氛围，花样百出。记者来
到西安市西南城角南边不远处的边
家村工人文化宫，发现这里除了送
春联，还筹备了“迎新春职工网络
课堂”。

“我们邀请书法家，专门为大家
讲解书法和绘画方法，让大家在过节
期间学到一门技能。”西安市边家村
工人文化宫主任花爱武说。

记者了解到，从 1月中旬开始，
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已组织书
法家书写春联超过 2000副，并送到
物流公司、医院、社区等基层单位。
同时，还利用微信公众号，线上播放

“迎新春职工网络课堂”。
喜气洋洋迎新春，万家灯火共团

圆。今年春节期间，西安市总工会还
将依托所属西安市土门工人文化宫、
纺织城工人文化宫，策划开展正月十
四、十五猜灯谜，舞狮和正月十五歌
舞表演等系列活动，让广大职工春节
过得更有滋味。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春联话祝福 喜庆过大年
——西安市总工会各工人文化宫多项活动惠及职工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郭大为到西安城西客运站慰问奋战在春运一线的职工。本报记者 刘强 摄郭大为在西安旅游集团与企业负责人、劳动模范、一线职工代表合影留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 月 19 日，在兔
年春节来临之际，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
到西安看望慰问企业一线职工和劳动
模范，并通过他们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
的广大职工表示新年的祝福和诚挚的
问候。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军，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薛振虎，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
委主任刘皓，西安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王雷，市总工会副主席、女工
委主任魏大宝珠一同慰问。

陕西平安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下属西
安城西客运站是国家一级综合客运枢
纽，承担着西安部分定点单位生活物资
的运输和春运客运的繁重任务。郭大为
首先来到西安城西客运站慰问奋战在春
运一线的职工，向他们发放慰问金和慰
问品。郭大为说，凡逢年过节，都是交通
运输战线职工最忙碌最辛苦的时候，你们
舍小家、为大家，为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
安全回家、幸福过年。他指出，每逢佳节
倍思“安”，交通安全关系你我他。交通运
输企业和职工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安全工作，任何时候
都要绷紧安全运输这根弦，确保人人安
全、家家安全、时时安全。当前社会运转
正在全面恢复，交通运输行业也迎来了
全面复苏。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
遇，做大做强主业，关心关爱职工，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
国有独资旅游企业集团，在册职工 9800
余名。在该集团公司，郭大为与企业负
责人、劳动模范、一线职工代表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企业运行情况和工会工作。

郭大为表示，疫情三年来，对旅游业、服
务业的冲击很大。但冬天过后，一定是春
天。企业要增强信心，乘势而为，抓住市
场机遇，扩大市场份额，创造更加美好的
发展光景，实现企业和职工的互利共赢。
他强调，企业和职工是利益共同体、发展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要牢固树立以职工
为本的理念，坚持发展依靠职工、发展为
了职工，重视加强企业民主管理，职工的
事和职工商量着办。企业工会要切实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关
心提升职工发展，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郭大为慰问企业一线职工和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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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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日，由三秦工匠、国网陕西省电力
有限公司榆林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状态评
价班班长豆河伟牵头的一体化配网带电清
洗喷涂检测机器人项目，获得 2022年度职
工创新补助资金20万元。

这是豆河伟创新工作室第二次获得全
国职工创新补助。一同获得全总 2022年度
职工创新补助的，还有范小东技能大师工作
室、商杰创新工作室。

今年开年以来，全国劳模、三秦工匠带
头参与职工创新，以创新成果为企业提供

“新动能”。

劳模创新释放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

航天科技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
司技师刘向东，在工作室“导师带徒”机制激
励下，发明的“一种用于高精密薄壁件精加
工找正方法”获国家专利。他坦言，自己从
一名技术“小白”成长为技术工匠，得益于企

业搭建的张勇峰劳模创新工作室平台。
省级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坚持以大国工匠、三秦工匠和技艺精湛的
职工为领衔人，联合不同工种的职工组成创
新工作室核心团队，张新停、杨峰、彭建军、
董宏涛等一大批高技能领军人才成为创新
工作室领衔人。

自 2016以来，围绕职工素质提升和技
术创新，累计创建全国示范性创新工作室 9
个、省级示范性创新工作室 140个、省级创
新工作室联盟 9个、全省各级各类创新工作
室2000余个。

围绕发现和解决企业工作现场的急难
险重问题，我省工会以创新工作室来激发
职工创新创效活力，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载体。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创新工作室
建设，推进建立覆盖各市区、行业的跨区域、
跨行业、跨企业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联盟体系，助力推动解决‘卡脖子’技术，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省职工创新技术
协作中心主任贺娟说。

“真金白银”激励创新创造

刚跨入 2023年，宝鸡市总工会便拿出
86.65万元，对 1185名职业资格等级获得提
升的高技能人才、36名在企业传帮带活动中
树立良好榜样的一线技术工人、78项创新成
果进行奖励，惠及1299个项目及个人。

2022年底，省总《关于落实 2022年技术
工人待遇的决定》下发，给予 623名取得高
级技师证书的技术工人每人 2000元奖励；4
名通过省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取得技师证
书的工人每人 1000元奖励；18名带徒师傅
每人 2000元至 6000元不等的奖励；57个获
得发明专利的项目各 2000元奖励；739个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的项目各1000元奖励。

4年来，2097名个人、2450项专利等获

得奖励，累计奖励金额达692.2万元。其中，
专门用于奖励职工创新的项目达 2453个，
奖励金额265.8万元。

陕西省总工会自 2016年以来，累计投
入640万元对140个省级示范性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9个创新工作室联盟给予
资金支持，用于支持其开展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和团队建设。还有 13项职工创新项目
获得全国总工会职工创新项目补助资金，共
计230万元。

“五小”等群众性创新活动蓬勃开展，越
来越多的企业围绕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开展
各具特色的创新活动，各项创新活动在企业
落地开花。 （下转第二版）

——陕西工会搭建平台助推职工技术创新

创新成果为企业提供“新动能”

春节假期，本报 1月 21日至 27日休刊七期。
休刊期间，陕西工人报新媒体平台将继续提供新
闻资讯，敬请关注。

祝广大读者节日愉快！
本报编辑部

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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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要求持
续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工
作。一段时间以来，从开展“根治欠薪
冬季专项行动”，到将拖欠农民工工资
企业列入失信惩戒对象名单，再到利用
信息化平台监督工资发放，各地各部门
加大治理欠薪的工作力度，保障农民工
及时足额拿到工资。

解决欠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
题，还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千千万万
劳动者的幸福。近年来，刑法修正案
（八）将恶意欠薪入刑；明确“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拖欠
工资违法失信用人单位实行联合惩戒
……前不久，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召开视频约
谈会，对根治欠薪工作存在一些问题的
地区相关负责同志进行约谈，强调被约
谈地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对根治欠
薪工作的领导，强化使命担当，发扬斗
争精神，对照约谈指出的问题，剖析根
源、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拿出务实管用
的硬举措、实办法，限时整改到位。

这些充分说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解决欠薪问题，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彻
底解决这一问题，各地区各部门仍需要
继续付出努力。

一方面，要抓好重要节点，紧盯重
点领域。年终岁末，工资结算进入高峰
期，要抓住春节前等重要的时间节点，集中开展治理欠
薪专项行动。通过全覆盖、无遗漏的拉网式排查，加大
执法检查和打击力度，做到发现一起，惩治一起，最大程
度消除欠薪空间。同时，以欠薪高发易发的行业、企业
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

另一方面，要加强日常防范，实现常态监管。根治
欠薪问题，需要从源头治理，推动形成“事前预防、事中
监测、事后处置”的全流程治理机制，将隐患消灭在尚未
发生或萌芽状态。比如，定期公布更新举报投诉电话和
欠薪维权二维码等，通过日提醒督促、周通报进展、月复
核审查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确保各类线索问题快立快
决、处置到位。各地应将功夫下在平时，推动治理欠薪
工作从末端治理到全过程监管转变。

相信各方行动起来，多措并举治理欠薪，必能帮助
广大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劳动所得，过一个舒心、祥和、
团圆的春节。 （周春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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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斐）春节将至，宝鸡市总工会开展春节送
温暖及“送春联 送万福 进万家”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中。

连日来，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陈小平及市总班子成员组成6个慰问小组，分别到30家
市属困难企业及宝鸡供电公司、市自来水公司等 36家
民生保障企业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

本次活动共筹措资金222万元，慰问2280名困难职
工及 3600余名春节期间坚守一线岗位的职工。同时，
为向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坚守在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表
达敬意和感谢，宝鸡市县两级工会组织筹措专项资金
770余万元，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3.3万余人。在
春节慰问送物资的同时，还为一线职工送去春联、电子
职工书屋阅读卡等。据统计，活动共书写春联和福字
10000余副，发放省总工会印制春联 1800副，电子职工
书屋阅读卡5500张。

宝鸡市总工会

把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中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陕西工人报社谨向全省广大职
工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福！

导 读

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3%
详见第二版

陕西迈入3万亿时代

衷心祝愿全省广大职工

新春快乐 阖家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