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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铜川市总工会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2022年以来，全市工会职工慰问和会员节日福利

“政策消费”累计采购农产品1950余万元。
根据全总、省总《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规定，职

工慰问和会员福利优先采购农副产品，资金比例不低
于 30%。政策出台以来，铜川市总严格执行文件规定，
先后下发相关通知，制定管理办法，开展工会经费“消
费扶贫”专项财务检查和审计，引导全市各级工会落实

“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2022年，按照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市总本级
继续加大“政策消费”力度，坚持在送清凉、送温暖和会
员福利中优先重点采购包扶村和本地苹果、核桃、蔬
菜、米、面、油等农副产品，采购资金达 50多万元，占总
消费资金68%以上，超过政策规定比例2倍多。

铜川工会去年帮销农产品1950余万元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刚过去的兔年春
节假期，餐饮业生意红火、景区人潮涌动、
商圈人气爆棚，新春消费新气象成为经济
回暖的生动写照。开春之际，我们需巩固
这一态势，乘势而上，踔厉奋发，推动经济
稳步回升，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消费复苏势头如何，数据最有说服
力。春节期间，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
30%；全国揽投快递包裹量超 7 亿件，较
2019年同期增长近2倍；春节假期前6天，
全国多人堂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5 成；春
节档电影票房取得影史春节档第二的亮
眼成绩……一个个跃动的数据，彰显着中
国消费的活力与潜力，也释放出经济复苏
回升的积极信号。

中国春节烟火气的回归和忙碌劲也让
世界感受到信心与暖意。“我们怀着满满的
爱等待中国游客！”从国外旅游从业者口
中，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出境游恢复带给他
们的欣喜。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文指
出，这种需求释放预期支撑着全球经济复
苏的希望。美国《巴伦周刊》网站称，中国
经济复苏将溢出到一系列全球企业和新兴
市场，形成足以吸引投资者的势头。

春节消费是观察全年经济走势的一扇
重要窗口。不断向好的发展数据，折射出
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潜力，体现了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消费走热，为全年发展开了好头、起了好步，
成为提振经济发展信心的催化剂。当前，国际环境仍
在复杂演变，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稳住经济回升势
头，更需我们把握机遇，干在实处。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需要“拼”的精神、“闯”的劲头、
“实”的干劲。开工首日，各地吹响实干冲锋号：相关部
门纷纷召开会议，对新一年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作
出部署；一批重大项目签约开工，重大工程开足马力；多
地政企组团节后再出发，赴海外招商引资拓商机；许多
企业春节顾不上休息，车间一直未停工，走在拼经济最
前线；多地政府部门负责人一开年就赴企业走访调研，
将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大江南北，热火朝天，在加速
奔跑中抢占先机。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需要政企共同努力，各方形成
合力。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要求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
为经济主拉动力。各地要加快落实中央关于稳经济的
系列举措，确保不折不扣落地生根；聚焦自身特色优
势，加快补短板、锻长板，因地制宜谋发展；帮助企业解
决生产经营难题，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各类市场主体也要将敢闯敢拼的劲
头保持下去，在主动作为中收获新商机、拓展新天地。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只要抓住契机，铆足干劲，
踔厉奋发，就一定能把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看
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成果，持续巩固和拓展经济运行回
升势头。 （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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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一道道沟，来到延安市安塞区，
蓝天映衬下，座座橙红色抽油机正高效运
转，将汩汩石油开采出来，运向远方。

延长石油油田公司杏子川采油厂2800
余名职工坚守采油一线，在川梁沟峁间度
过春节。

一个人的山丘

从安塞城区驱车 30多公里，一路颠簸
中，车辆渐渐驶入大山深处。绕过几道
山梁，杏子川采油厂采油四队郝 859井区
映入眼帘。听见声响，53 岁的任守满笑
着迎了出来。“山顶冷，多穿点。”话音未
落，一阵大风刮过，寒冷刺骨。

环顾一圈，两口井，两间房，一个人。
作为一线采油工，任守满已经在小李沟山
顶驻扎了9年。

每天早上检查抽油机状况，是雷打不
动的任务。“螺丝紧不紧，皮带松不松，有没
有渗油，都是重点。”除了日常检查，任守满

当天还要忙活每月一次的检修保养，抽油
机的各大“关节”，都得细细清洁、润滑、紧
固，一丝不苟。

忙罢，已过晌午，任守满洗了手，准备
做饭，“这是酥肉、炸丸子、小米黄馍馍。过
年嘛，都是家里早早备好的。”

饭菜热腾腾，刚扒拉两口，手机响了。
对面山上，工友正在更换密封井口的盘根
盒，电话呼叫“援兵”。“这活一个人忙不过
来，得去搭把手。”任守满撂下筷子出了门。

再回到宿舍时，已是两个小时后，工
服上、手臂上多了 3道黑色油斑。桌上的
饭菜早已凉透。“饭菜可以再热，采油不
能耽搁。”任守满说，“驻扎井区，就要站
好这班岗。”

一张图的探索

与小李沟的单人守护不同，化子坪镇
阳山梁上，是团队攻坚。

沿山路盘旋，汽车驶入采油一队化 38

井区注气站，一座 10米高的球形钢储罐引
人注目。“里边装的是液态二氧化碳。”采油
一队技术负责人杨永钊介绍，“这里的‘注
碳驱油’变废为宝，是我们的新探索。”

井区角落，一张巨幅工艺图，清晰展
现了技术人员的探索。储罐中流出液态
二氧化碳，经注气泵加压、计量间计量，由
井口注入地层。“传统采油，需要给地下注
水。这里则注二氧化碳至地下 1000多米
深处，既能降低碳排放，也能提升原油采
收率。”杨永钊耐心解释。

说话间，一辆槽罐车绕过山梁，抵达
井区门口。注气站站长白成军戴上防护
面罩、防冻手套，协助将槽罐里的二氧化
碳卸入球形储罐。春节期间，每天要运来
六七车，约150吨。

一条线的守护

白福财忙活的，是“一条线”。身为杏
子川采油厂巡线队队长，他要确保开采的

石油能安全运输至下一个加工环节。
“我们 20 名队员，守护 110 公里长的

输油管道。”说起日常巡线，白福财如数
家珍：管道全线穿山越谷，9处跨越河流，
5处穿越河流，途经 24个村庄，翻越梁峁
不计其数。

吃过早饭，队员姚海龙背上水壶、揣
好干粮，从驻地出发了。今年春节，是他
连续第三年在山上过年。他轮值的“野家
沟—踏坪湾林场”段，每天要翻 3座山，耗
时 5小时。

姚海龙“翻山”的时候，白福财正带着
几个队友“越水”。不远处的沐浴河面，冰
冻半尺多厚。大伙儿手握工具，在河面开
凿。“管道在水下 1.5米深处，凿开冰，没有
彩色油花泛上来，就放心了。”白福财说。

“110公里的输油管道全线，每天都要
巡护一遍。”队员们干劲满满。自 2011年
成立以来，巡线队已累计安全护送原油
900余万吨。 （高炳）

春节假期，延长油田夯实安全保障生产——

只为石油汩汩流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1月30日，记者从
省教育厅获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
师职称制度改革的通知》。

通知指出，要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将其作为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在职称评审
中严格执行师德失范行为“一票否决”。

根据中小学教师岗位类型、教育教学工
作特点和教师评价有关要求，将中小学教师
分为一线教师、教科研机构（含教学研究机
构、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校级领导三个类
型，分别设置评价标准，并为乡村中小学教

师单独设置评价标准。
重点评价教师专业知识运用和教育教

学能力，突出教育教学实绩，注重教师履职
尽责情况，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
唯奖项”现象。综合学历资历、教育业绩、
教学实绩等条件构建教师评价标准体系，
丰富业绩条件选项，实现“分类可自选、并
联可替代”。淡化论文数量、期刊等级等量
化和硬性指标要求。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
力不作为职称评审的前置条件。

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
价机制，采取教学水平评价、面试答辩、专家

评议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社会和业内认
可，加大学校的评价权重，充分结合学校日
常考核评价结果，对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素
养和教育教学水平进行有效评价，提高职
称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全面推行公
开、公示制度，增强职称评审工作的透明度。

制定乡村中小学教师职称考核认定条
件和办法，对长期在乡村基层一线工作的中
小学教师，采取“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办
法考核认定乡村高级职称。

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等制
约，积极拓宽非公办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渠

道。非公办中小学教师按照属地原则参加
职称评审，其档案托管机构有评审权的，申
报材料由用人单位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提
交档案托管机构参加评审；其档案托管机构
没有评审权的，申报材料由用人单位审核并
公示无异议后按照隶属关系逐级推荐至相
关评委会参加评审。

对符合《陕西省突出贡献和引进高层次
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办法》（陕人社发
〔2019〕40号）的中小学教师，建立职称评价
绿色通道，突出业绩贡献，放宽资历条件，简
化评审程序，考核认定高级职称。

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等制约
陕西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通知》

王甜王甜（（右右））

施俊杰施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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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渐浓，国铁西安局西安通信段延安北通信
车间的“95”后青工施俊杰与女友王甜打开微信视
频，聊起春运以来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未婚妻王甜，是东方航空的一名空姐。同为甘
肃老乡的他俩在西安相识相知相爱。2018年，施俊

杰刚参加工作，同年，大四即将毕业的王甜也成了
东航西北分公司的一名空姐。两人一个“天上”，一
个“地上”；一个干空乘，一个干铁路，因为工作的原
因，总是聚少离多。

如今，27岁的施俊杰已成长为车间的业务骨干，

被推选为工区副工长和先进个人。王甜也被东航评
为优秀共青团员。

春运期间，两人共同约定——站好春运这班岗，
花开时分结连理。

文/付大伟 蒋涛 图/周源

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是优秀共青团员，一个是业务骨干。95后的施俊杰

与未婚妻王甜度过了又一个无法团圆的春节。春运正当时，两人共同约定——

站好春运这班岗 花开时分结连理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在日前陕西省一季度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上，总投资 140亿元的宝鸡凤翔区西凤
酒10万吨优质基酒生产及配套项目成为最大亮点。

该项目是2023年省市两级重点建设项目，由陕西西
凤酒基酒生产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建筑面积 200多
万平方米，总投资140亿元，预计2025年建成，亩均产值
550万元。主要建设 10万吨基酒生产车间、7万吨制曲
系统、50万吨储酒罐区、物流仓储系统及其配套工程设
施。项目建成后，年增优质基酒产能 10万吨，制曲产能
7万吨，基酒储存能力 50万吨，年均产值 200亿元以上、
实现利税40亿元，带动就业1.1万多人。

西凤酒优质基酒生产及配套项目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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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20万亿元
□2022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8.3%
□银保监会支持财险业积极开展风险减量服务
□兔年首个交易日A股主要股指集体上涨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
□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4年全球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