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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
实习生贺凯）根据省委安排部
署，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
改革办等部门主办的陕西改
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将于近
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并

免费向公众开放。目前，陕西
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布展
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

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
展将以“波澜壮阔三秦华章”为
主题，突出报道陕西改革开放

40周年的重大节点、重大成就、
重大事件、重大人物，全面展示
40年来的巨大成就。展览分为
两个展厅，共三个板块，28个单
元，预计将展出500多张照片。

省委宣传部宣教处副处

长周凯透露，陕西改革开放40
周年成就展形式多样，将通过
历史图片、实物场景、沙盘模
型和多媒体高科技展示等手
段，强化展览的展示效果，增
强互动性和参与性。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陕西风采

在“伟大的变革——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第
四展区第三单元里，一张图记
录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门前游
人络绎不绝的盛况。自 2009
年 8月 28日延安革命纪念馆
新馆落成并全面对外开放以
来，每年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
人们来这里缅怀历史、接受教
育，仅今年“十一”期间，延安革
命纪念馆就接待游客多达13.5
万人次。延安这座陕北小城，
由于历史赋予的特殊意义，已
经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一
片红色的热土，也成为陕西的
一张“红色名片”，逐渐由西北
享誉全国。

全方位展现
中国革命的十三年

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位
于延安城东北三里处的王家

坪，于2006年10月10日开工
建设，2007年8月底完成主体
工程封顶。馆内以大量珍贵文
物、文献资料、历史图片、艺术
作品为主，配以巨幅照片，借助
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段，突
出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厚重感，
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如今，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内，游客可以通过2000余件文
物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
物、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艺
术品以及灯箱、图标、沙盘模
型、场景复原、半景画、多媒体
演示等，从多角度、全方位地
展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13年。

“三天的延安之行，我们

走过了延安革命十三年艰苦
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国在共产
党的带领下，从弱小走向强大
的每一步都烙印在了我的心
中。”西北大学的刘万琳前不
久刚刚与同学从延安回来，她
表示，走进延安感受到历史底
蕴与现代气息交融辉映，延安
精神激励着大家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奋斗。

爱国主义教育
让红色基因传承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弘
扬爱国主义和优良革命传统
的重要阵地，也是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
化自信的重要平台。近年来，

陕西深入推进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保护修缮和管
理、使用，广泛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挖掘和利用各种宝贵的
教育资源，不断拓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内涵，单位、企业、高校
多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学
习与理论宣讲，回顾历史，缅
怀革命前辈，接受了一次又一
次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革
命传统教育，让红色基因得到
不断传承。

据统计，目前陕西已拥有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69处。 本报记者文晨

陕西“红色名片”逐渐享誉全国

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即将开展

据新华社电经李克强总理
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
业工作的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必须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
工作的决策部署，把稳就业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
业，强化培训服务，确保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
成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

措。一是支持企业稳定发展。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50%，对其中面临暂时
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
加大返还力度。充分发挥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鼓励各地优
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
低费率的担保支持，提高小微企
业贷款可获得性。二是鼓励支
持就业创业。加大创业担保贷
款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个人和
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不超
过15万元和300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鼓励各地加快建设重
点群体创业孵化载体，支持就业
压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

创业免费提供经营场地。实施
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业
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16－24岁
失业青年。三是积极实施培
训。困难企业可组织开展职工
在岗培训，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不
足部分，经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
评估合格后，由就业补助资金予
以适当支持。对下岗失业人员
普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对
其中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
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
再给予生活费补贴。将技术技
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
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3年以上
调整至参保 1年以上。四是及
时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失

业人员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
记，申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
务、就业扶持政策、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
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及时落实
失业保险待遇，并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和临时救助范围。

《意见》强调，要进一步落
实地方政府促进就业工作的主
体责任。明确部门组织协调责
任，开展促进就业专项活动。
要切实抓好政策服务，及时向
社会公布政策清单、申办流程
等，建立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
系统。同时，要指导企业等各
方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做好促
进就业工作。

国务院印发《意见》促进就业

企业不裁员可返还50%失业保险费

高考英语
加权赋分调查结果公布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被责令辞职

据新华社电浙江省政府新闻办5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浙江省2018
年11月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情况调
查结果。

经调查，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
赋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
大责任事故。浙江省政府决定取消这
次考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

通报称，11月高考英语科目考试
结束后，浙江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
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关于本次考试难
度偏大的反映，遂参照去年同期试题
难度，对部分试题进行了加权赋分。
11月24日，浙江省高考英语科目成绩
公布后，考试成绩和加权赋分方式受
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质疑，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

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相关职
能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责任。
免去郭华巍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委员职
务，责令其辞去省教育厅厅长职务。免
去王玉庆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委员
职务，由省纪委对其涉嫌违纪问题立案
审查。对浙江省教育厅党委委员，省教
育考试院党委委员、院长孙恒予以诫
勉。由浙江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
监察组，对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陈煜军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本报讯（记者赵明文晨）省
委决定，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中开展“讲政治、敢担当、改
作风”专题教育。12月 5日，省
委书记胡和平出席专题教育动
员视频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
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巩固专项
整治成果，扎实开展专题教育，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省长刘国中主持。省政协
主席韩勇，省委副书记贺荣，省
委常委梁桂、王兴宁、牛一兵，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小燕在主

席台就座。省委常委、省委组织
部部长张广智就专题教育作总
体安排。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和省检察院有关领导
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胡和平在讲话中指出，开展
专题教育是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克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激发担当作
为勇气、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
题的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认识开
展专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紧紧围

绕“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的
主题，密切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实际，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胡和平强调，要搞好专题学
习、警示教育、查摆问题、对照检
查、整改落实等重点任务，注重
与落实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
要求、推进“五新”战略任务等中
心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讲政
治、敢担当、改作风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要坚持政治引领，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从严从实，坚持
以上率下，确保专题教育不虚不
空不偏。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
组织领导，夯实责任，强化督导，

营造良好氛围，确保专题教育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刘国中要求，要突出政治意
识讲政治，切实把全面落实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头等大事要事抓紧抓
好。要突出尽职尽责敢担当，聚
焦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要求，
聚焦“五新”战略任务，不断细
化、具体化工作措施，确保落地
落实。要突出干净干事改作风，
弘扬延安精神，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广大干部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从政、
实实在在干事。

长安区排查出
非洲猪瘟疫情

据新华社电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
室12月5日发布，四川省泸州市合江
县、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北京市顺义
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

12月5日16时，农业农村部接到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
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 四川省
泸州市合江县一养殖户、陕西省西安
市长安区一养殖户、北京市顺义区一
种猪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截至目
前，合江县养殖户存栏生猪165头，发
病68头，死亡68头。长安区养殖户存
栏生猪245头，发病85头，死亡64头。
顺义区种猪场存栏生猪2461头，发病
53头，死亡26头。

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立即派
出督导组赴当地。当地已按照要求启
动应急响应机制，采取封锁、扑杀、无害
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对全部病死
和扑杀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禁
止所有生猪及其产品调出封锁区，禁
止生猪运入封锁区。目前，上述措施
均已落实。

我省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省政府
网站发布《陕西省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18年基本完成“十三
五”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任务，建档
立卡搬迁户实际入住率达到50%以上；
2019年，全面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建设任务，建档立卡搬迁户实际
入住率达到100%；2020年底前，旧宅基
地腾退任务全面完成，所有建档立卡搬
迁户实现稳定脱贫。

《方案》明确提到，县（区）要加强对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装修的指导和管
控，装修成本严格控制在每平方米300
元以内。在脱贫攻坚期内，建档立卡搬
迁户不得自行改建扩建房屋，更不能大
额举债搞豪华装修。鼓励县区统一标
准、统一设计、统一进行简单装修，实行

“拎包入住”，防止贫困群众举债装修。

明年建档立卡搬迁户
入住率将达100%

责编：彭湃 组版：艾莉 校检：席波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 @三秦都市报

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重要新闻Ａ2
www.sanqin.com

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
实习生贺凯）根据省委安排部
署，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
改革办等部门主办的陕西改
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将于近
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并

免费向公众开放。目前，陕西
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布展
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

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
展将以“波澜壮阔三秦华章”为
主题，突出报道陕西改革开放

40周年的重大节点、重大成就、
重大事件、重大人物，全面展示
40年来的巨大成就。展览分为
两个展厅，共三个板块，28个单
元，预计将展出500多张照片。

省委宣传部宣教处副处

长周凯透露，陕西改革开放40
周年成就展形式多样，将通过
历史图片、实物场景、沙盘模
型和多媒体高科技展示等手
段，强化展览的展示效果，增
强互动性和参与性。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陕西风采

在“伟大的变革——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第
四展区第三单元里，一张图记
录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门前游
人络绎不绝的盛况。自 2009
年 8月 28日延安革命纪念馆
新馆落成并全面对外开放以
来，每年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
人们来这里缅怀历史、接受教
育，仅今年“十一”期间，延安革
命纪念馆就接待游客多达13.5
万人次。延安这座陕北小城，
由于历史赋予的特殊意义，已
经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一
片红色的热土，也成为陕西的
一张“红色名片”，逐渐由西北
享誉全国。

全方位展现
中国革命的十三年

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位
于延安城东北三里处的王家

坪，于2006年10月10日开工
建设，2007年8月底完成主体
工程封顶。馆内以大量珍贵文
物、文献资料、历史图片、艺术
作品为主，配以巨幅照片，借助
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段，突
出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厚重感，
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如今，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内，游客可以通过2000余件文
物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
物、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艺
术品以及灯箱、图标、沙盘模
型、场景复原、半景画、多媒体
演示等，从多角度、全方位地
展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13年。

“三天的延安之行，我们

走过了延安革命十三年艰苦
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国在共产
党的带领下，从弱小走向强大
的每一步都烙印在了我的心
中。”西北大学的刘万琳前不
久刚刚与同学从延安回来，她
表示，走进延安感受到历史底
蕴与现代气息交融辉映，延安
精神激励着大家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奋斗。

爱国主义教育
让红色基因传承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弘
扬爱国主义和优良革命传统
的重要阵地，也是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
化自信的重要平台。近年来，

陕西深入推进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保护修缮和管
理、使用，广泛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挖掘和利用各种宝贵的
教育资源，不断拓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内涵，单位、企业、高校
多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学
习与理论宣讲，回顾历史，缅
怀革命前辈，接受了一次又一
次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革
命传统教育，让红色基因得到
不断传承。

据统计，目前陕西已拥有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69处。 本报记者文晨

陕西“红色名片”逐渐享誉全国

陕西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即将开展

据新华社电经李克强总理
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
业工作的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必须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
工作的决策部署，把稳就业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
业，强化培训服务，确保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
成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

措。一是支持企业稳定发展。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50%，对其中面临暂时
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
加大返还力度。充分发挥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鼓励各地优
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
低费率的担保支持，提高小微企
业贷款可获得性。二是鼓励支
持就业创业。加大创业担保贷
款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个人和
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不超
过15万元和300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鼓励各地加快建设重
点群体创业孵化载体，支持就业
压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

创业免费提供经营场地。实施
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业
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16－24岁
失业青年。三是积极实施培
训。困难企业可组织开展职工
在岗培训，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不
足部分，经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
评估合格后，由就业补助资金予
以适当支持。对下岗失业人员
普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对
其中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
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
再给予生活费补贴。将技术技
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
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3年以上
调整至参保 1年以上。四是及
时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失

业人员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
记，申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
务、就业扶持政策、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
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及时落实
失业保险待遇，并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和临时救助范围。

《意见》强调，要进一步落
实地方政府促进就业工作的主
体责任。明确部门组织协调责
任，开展促进就业专项活动。
要切实抓好政策服务，及时向
社会公布政策清单、申办流程
等，建立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
系统。同时，要指导企业等各
方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做好促
进就业工作。

国务院印发《意见》促进就业

企业不裁员可返还50%失业保险费

高考英语
加权赋分调查结果公布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被责令辞职

据新华社电浙江省政府新闻办5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浙江省2018
年11月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情况调
查结果。

经调查，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
赋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
大责任事故。浙江省政府决定取消这
次考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

通报称，11月高考英语科目考试
结束后，浙江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
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关于本次考试难
度偏大的反映，遂参照去年同期试题
难度，对部分试题进行了加权赋分。
11月24日，浙江省高考英语科目成绩
公布后，考试成绩和加权赋分方式受
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质疑，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

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相关职
能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责任。
免去郭华巍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委员职
务，责令其辞去省教育厅厅长职务。免
去王玉庆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委员
职务，由省纪委对其涉嫌违纪问题立案
审查。对浙江省教育厅党委委员，省教
育考试院党委委员、院长孙恒予以诫
勉。由浙江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
监察组，对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陈煜军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本报讯（记者赵明文晨）省
委决定，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中开展“讲政治、敢担当、改
作风”专题教育。12月 5日，省
委书记胡和平出席专题教育动
员视频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
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巩固专项
整治成果，扎实开展专题教育，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省长刘国中主持。省政协
主席韩勇，省委副书记贺荣，省
委常委梁桂、王兴宁、牛一兵，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小燕在主

席台就座。省委常委、省委组织
部部长张广智就专题教育作总
体安排。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和省检察院有关领导
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胡和平在讲话中指出，开展
专题教育是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克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激发担当作
为勇气、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
题的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认识开
展专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紧紧围

绕“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的
主题，密切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实际，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胡和平强调，要搞好专题学
习、警示教育、查摆问题、对照检
查、整改落实等重点任务，注重
与落实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
要求、推进“五新”战略任务等中
心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讲政
治、敢担当、改作风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要坚持政治引领，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从严从实，坚持
以上率下，确保专题教育不虚不
空不偏。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
组织领导，夯实责任，强化督导，

营造良好氛围，确保专题教育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刘国中要求，要突出政治意
识讲政治，切实把全面落实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头等大事要事抓紧抓
好。要突出尽职尽责敢担当，聚
焦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要求，
聚焦“五新”战略任务，不断细
化、具体化工作措施，确保落地
落实。要突出干净干事改作风，
弘扬延安精神，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广大干部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从政、
实实在在干事。

长安区排查出
非洲猪瘟疫情

据新华社电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
室12月5日发布，四川省泸州市合江
县、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北京市顺义
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

12月5日16时，农业农村部接到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
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 四川省
泸州市合江县一养殖户、陕西省西安
市长安区一养殖户、北京市顺义区一
种猪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截至目
前，合江县养殖户存栏生猪165头，发
病68头，死亡68头。长安区养殖户存
栏生猪245头，发病85头，死亡64头。
顺义区种猪场存栏生猪2461头，发病
53头，死亡26头。

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立即派
出督导组赴当地。当地已按照要求启
动应急响应机制，采取封锁、扑杀、无害
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对全部病死
和扑杀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禁
止所有生猪及其产品调出封锁区，禁
止生猪运入封锁区。目前，上述措施
均已落实。

我省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省政府
网站发布《陕西省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18年基本完成“十三
五”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任务，建档
立卡搬迁户实际入住率达到50%以上；
2019年，全面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建设任务，建档立卡搬迁户实际
入住率达到100%；2020年底前，旧宅基
地腾退任务全面完成，所有建档立卡搬
迁户实现稳定脱贫。

《方案》明确提到，县（区）要加强对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装修的指导和管
控，装修成本严格控制在每平方米300
元以内。在脱贫攻坚期内，建档立卡搬
迁户不得自行改建扩建房屋，更不能大
额举债搞豪华装修。鼓励县区统一标
准、统一设计、统一进行简单装修，实行

“拎包入住”，防止贫困群众举债装修。

明年建档立卡搬迁户
入住率将达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