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侯敏 组版：王震 校检：公大年席波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重要新闻Ａ2
www.sanqin.com

近年来，陕煤集团精准把脉各帮
扶地区致贫根子，下足“绣花”功夫，
提升攻坚能力，创新工作方式。陕煤
集团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授牌
汉阴县职教中心“就业扶贫生源基
地”，与大唐电信合作的米脂、汉阴呼
叫中心项目，直接带动就业1000人。

通过实施农旅融合项目，拓宽农户

增收渠道。陕煤集团投入500万元助
推汉阴“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产业发
展，在成功举办“汉阴县硒菊文化旅游
月”的基础上，支持“周末哪儿去，汉阴
有乡愁”农旅融合扶贫示范项目。以陕
北矿业帮扶的汉阴龙垭村为示范，在集
中安置社区旁规划200亩的农旅融合
发展项目，布局乡村园区、采摘体验等

项目，带动当地发展乡村旅游。
陕煤集团还深挖致贫根源，努力

让贫困群众挺起脊梁。不仅出资110
万元修建小学，还捐款50余万元对
23所小学的图书馆、多媒体教室进行
改造。从2020年起，汉阴县建立教
育关爱基金，每年捐助100万元用于
保障贫困学生稳就学，激励教师全身

心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

官之年，陕煤集团正致力于创建世界
一流企业，也正积极统筹做好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篇大文
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等全面振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
献陕煤力量。梅方义汪琳文/图王媚

陕煤集团 助力乡村振兴变成“实景图”
通过种植羊肚菌、蔬菜、西

瓜和发展旅游业，汉阴县曾经的
“空壳村”在陕煤集团构建的产
业生态圈中有了新活力；在陕北
地区，经过标准化种植、专业化
管理、品牌化营销，陕北土特产
植入科技元素后成为炙手可热
的网红产品，曾经的贫困户或是
穿梭在大棚中采摘、浇水，或是劳
作在村合作社养殖场饲养、管理
牲畜，或是在标准化工厂作业。
一个个贫困村生机盎然、一片欢
声笑语的劳作场景，陕煤集团助
力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正变成“实
景图”。

作为省属大型国企，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陕煤集团）肩负着陕
西省国资委助力脱贫攻坚第六
合力团（榆林合力团）脱贫攻坚
任务。作为榆林合力团团长单
位，陕煤集团携手 12 家成员单
位，助力榆林市清涧、米脂、子
洲等 8 个国定贫困县脱贫攻
坚。同时，陕煤集团所属 20 家
参扶单位分别肩负着安康市汉
阴县以及陕北、关中、铜川共20
个村对口精准帮扶。

截至目前，陕煤集团累计投
入帮扶资金 9.63 亿元。其中在
榆林地区开发扶贫项目完成投
入 7.7 亿元，实施项目 6 个。精
准帮扶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 302 个，先后选
派 84 名驻村干部，累计脱贫
3802 户 12099 人。包联帮扶的
2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个贫困
县全部脱贫摘帽，贫困人口人均
年收入从当初不足3000元已突
破万元。

绿色扶贫蔬菜直连“餐桌”
5月23日，陕煤开源证券中银村

蔬菜专业合作社园区，第二季辣椒长
势喜人，工人们忙着挂接枝干，摘掉
多余枝芽，园区一片热闹景象。

“先把这些枝干用绳子挂接到棚
顶，然后要剪掉多余的枝芽，再让棚
内升温。要严格把控滴灌时间，时间
不够就很难再次发芽。”汉阴县漩涡
镇中银村30岁的村民吴纯建忙着给
工人指导技术。回想起2019年初吴
纯建打定主意回村搞蔬菜种植时，吴
纯建说，有了政府的扶持政策，他回
乡的信心更加足了。

2019年底，陕煤集团驻汉阴县助
力脱贫攻坚工作站推荐他参加山东
寿光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但有了
想法和技术，实施起来，一系列的问题

就冒了出来：在哪里建标准化种植大
棚？怎么建？资金哪里来？工人哪里
找？销路在哪？这可急坏了吴纯建。
此时，工作站根据13个村实际情况，
快速制定了详细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推
进方案，引进七叶莲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实施社会化、专业化运营模式。

据悉，陕煤集团汉阴县帮扶单位
按照原帮扶9个村每村出资20万元、
新包联4个深度贫困村各出资30万
元的方式，帮助中银村等13个蔬菜专
业合作社，以联盟的形式成立汉阴鑫
聚蔬菜种植联合社，联合社将300万
元资金投资到汉阴县紫云村，用于示
范基地项目硬件建设。

从育苗、移植、管理、销售，扶贫
蔬菜产业已形成规模化、规范化种植

及科学化管理模式。陕煤集团通过
大力开展消费扶贫，打通营销渠道，

变农产品为农商品，激发贫困群众种
植积极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陕北土特产重新焕发生命力
小米、红枣、野生黄芪、羊奶、各

类杂粮……一个个土产品经过专业
的生产、整合、营销、包装，变成陕北
特色农产品俏了起来。陕煤集团在
榆林地区的扶贫工作，不仅使困难家
庭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让当地的
土特产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在榆林合力公司，清涧北国枣业
公司30岁的职工李瑞升是清涧高杰

村镇高坪坬村人，曾在外地打零工。
通过招聘来该公司上班，刚开始他担
忧自己能否适应这份工作。“公司请设
备厂家、专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我抓
住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学技术，现在成
了干制车间后包装段的班组长。”李瑞
升说，他现在能照顾身患残疾的母亲，
还谈了个对象，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同时，榆林合力公司通过采购扶

贫，还通过县扶贫办联系18个乡镇(服
务中心)签订91份黄芪采购意向协议，
涉及子洲县黄芪种植面积15万亩，让
村民通过黄芪种植受益。

老办法种植、卖不出去、卖不上价
是困扰陕北地区农户多年的烦心事。
陕煤集团以多维度产业项目为突破口，
挖掘贫困地区自然资源，连接市场端与
农户端，补齐扶贫产业发展链条，打造

O2O线上线下立体营销体系和“陕北
滋味”“天芪”“要点大枣”等系列品牌。

陕煤集团榆林合力公司实施的清
涧红枣、子洲黄芪深加工、佳县甜叶菊种
植提取项目，通过与贫困户签订就业合
同实现90人长期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
预计带动2万多农户通过种植受益，扶
贫项目的实施增强了贫困地区的造血功
能，有效改变了当地产业经济结构。

多元化定制扶贫项目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右二）到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定点帮扶村调研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6
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
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是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
军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制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
设条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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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对确保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确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
使命任务，确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

旨、本色，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做到绝
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坚持
聚焦聚力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队党
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的政
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
势。要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坚决纠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
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要突出书记队伍和班子成员，
抓好学习培训，提高抓党的建设的意
识和能力。要强化领导督导，确保《中
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有效执
行、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
制、规范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有力推动了基层党组织
建设。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
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是落实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发扬党内

民主、尊重党员民主权利、规范基层
党组织选举的具体举措，对增强基层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
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
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
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
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
规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赋
予的党员权利，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
识、规矩意识。要严格代表资格条件，
确保选出合格的代表。要合理分配
代表名额，优化代表结构，确保生产和
工作一线代表比例。要按照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

提名委员候选人。要坚持教育在先、
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肃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选举风清
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实施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委主体
责任，加强谋划，精心组织，全程把
关。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教育引
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
证选举工作平稳有序。要强化基层
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干培训，提升工
作规范化水平。要加强督促落实，确
保《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电如何进一步减轻企
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的社保缴
费负担？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
司副司长王发运29日在新一期税务
讲堂视频中详细讲解了有关政策。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延长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
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包括延长阶段
性减免政策实施期限和2020年社保

个人缴费基数下限继续执行2019年
标准、允许以个人身份参保人员2020
年自愿暂缓缴费两项新政策。

王发运说，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三项
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执行期限
延长到2020年12月底；对湖北省以外
省份的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
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三项社保单位缴
费部分减半征收政策，执行期限延长
到2020年6月底；对湖北省大型企业

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
分免征的政策，执行到2020年6月底。

“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
下限可继续执行2019年标准。各省
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
可继续执行2019年缴费基数下限标
准，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调
整。”王发运说。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

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
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
可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对
2020年度未缴费月度，可于2021年底
前进行补缴，缴费基数在2021年当地
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
式参加三项社保的，参照中小微企业
享受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受疫
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

保单位，可继续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
至 2020年 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
纳金。

目前，全国有18个省份和3个计
划单列市的企业社保费由税务部门
负责征收。王发运提醒，各地延长阶
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实施期限
实施办法和操作流程存在一定差异，
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要关注了解本
地实施办法，依规操作。

灵活就业人员

今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有困难可缓缴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