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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将于 2月 25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将向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

要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
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
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

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
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
体平台同步转播。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乡村人
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
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
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
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培养

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工作队伍。

《意见》明确，到2025年，乡村
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
本形成，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
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
续优化，各类人才支持服务乡村格
局基本形成，乡村人才初步满足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

《意见》确定的工作原则为：坚
持加强党对乡村人才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持全面培养、分类施策；坚

持多元主体、分工配合；坚持广招
英才、高效用才；坚持完善机制、强
化保障。

《意见》从加快培养农业生产
经营人才，加快培养农村二三产业
发展人才，加快培养乡村公共服务
人才，加快培养乡村治理人才，加
快培养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充分发
挥各类主体在乡村人才培养中的
作用，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
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保
障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据央视

据新华社电近日，中宣部
命名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强调
要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
续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不
断激发人们弘扬雷锋精神、参
与学雷锋活动的热情，在全社
会形成爱岗敬业、奉献社会、建
设国家的良好风尚。

此次命名的第六批全国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
雷锋标兵各50个，覆盖了各行
各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来
自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
区、医院等基层单位，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和决战脱贫攻
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
范。他们都是弘扬雷锋精神、
建功伟大时代的优秀代表，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

践行者。
中宣部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命
名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为契
机，坚持守正创新，加强组织
领导，扎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
动，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汇聚起奋斗

“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
精神力量。

陕西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
咸阳机场分局西区派出所、共
青团陕西理工大学委员会被命
名为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张艰被命名为第六批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

本报讯（记者 文晨）日前，陕
西省2021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
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本次面向社会
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6000名。

报考者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年龄为18周岁以上，35周
岁以下（1985年3月1日至2003年
3月1日期间出生）；拥护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好的政治
素质和道德品行；具有正常履行职

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其中，
报考人民警察职位须符合录用人民
警察体能测评标准和体检特殊标
准；具有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
可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符
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即日起，
报考者可登录陕西省人民政府门户
网（http://www.shaanxi.gov.cn）、陕
西党建网（http://www.sx- dj.gov.
cn）、陕西人事考试网（http://www.
sxrsks.cn）查询陕西省2021年考试

录用公务员招考公告、职位信息。
本次招考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为：3月1日8时至3月6
日18时。网上报名系统将于3月1
日8时至3月5日18时实时显示各
职位的报名人数与录用计划的比
例区间，便于报考人员更加科学合
理地选报职位。将在全省11个市
区政府所在地设置考点，3月27日
统一进行公共科目笔试，28日进行
公安类专业科目考试。

今年我省将录用公务员6000名

据新华社电记者从长沙市
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获悉，2月23
日，“女子车某某租乘货拉拉网
约车跳车身亡事件”涉事司机周

某春（男，38岁，长沙市岳麓区
人），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明举行
习近平将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据新华社电记者 23日从
山东省有关部门获悉，山东
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栖霞市
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
故调查报告已经山东省委、
省政府研究审定。经山东省
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
一起由于企业违规存放使用
民用爆炸物品和井口违规动
火作业引发的重大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2021年 1月 10日 13时 13
分许，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
司栖霞市笏山金矿在基建施
工过程中，回风井发生爆炸事
故，造成22人被困。经全力救
援，11人获救，10人死亡，1人
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6847.33
万元。

事故调查组认定，事故发
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井下违
规混存导爆管雷管、导爆索
和炸药，井口违规动火作业，
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建设项
目外包管理混乱，涉事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
失；相关部门落实安全监管
责任、地方党委政府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不到位。山东五
彩龙投资有限公司和栖霞市

均构成迟报瞒报。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

故责任认定，山东省依规依纪
依法对 45名相关责任人员追
责问责。对山东五彩龙投资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巧遇、
外包负责爆破作业并严重违
规混存爆炸物品的浙江其峰
矿山工程有限公司驻栖霞项
目部经理吴宗形、外包负责井
下设备安装并违规井口动火
作业的烟台新东盛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
东等15名企业相关责任人，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浙江其峰矿
山工程有限公司驻栖霞项目
部 1名负责人在事故中死亡，
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巧遇和时任栖霞
市委书记姚秀霞，市委副书记、
市长朱涛，因负有迟报瞒报事
故责任，目前由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

此外，山东对烟台市委、市
政府主要负责人等28名公职人
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
理；责成烟台市委市政府、栖霞
市委市政府分别向上一级党委
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中宣部命名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我省2单位1人获殊荣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原因查明
栖霞市原市委书记、
原市长被立案侦查

女子租乘货拉拉网约车跳车身亡
涉事司机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张维）2月23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1月份全国70个
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统计数据，1月份，房地产市场
运行总体平稳，各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涨幅较上一个月有所
扩大，同比涨幅有扩有落。西安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数据表明，各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涨幅有所扩大。在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下降的有 14个城市，石
家庄、唐山、无锡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原地踏步”，房价环比
上涨的城市有 53个。记者注意
到，1月份，西安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4%，同比上涨
6.5%。但与2020年12月相比，环
比、同比涨幅放缓。分户型看，1月
份，西安 90平方米以下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8%，同

比上涨9.7%；90-144平方米房价
环比上涨 0.3%，同比上涨 6.1%；
144 平方米以上房价环比上涨
0.3%，同比上涨6.1%。

据测算，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分别上涨4.2%和9.6%，涨幅比
上一个月分别扩大0.3和1.0个百
分点。对于西安而言，1月份，西安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0%，同比上涨3.8%。

1月份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西安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涨0.4%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日前，
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召开西安市
2021年度“开办企业”指标攻坚提
升动员会，要求大力压缩企业开办
时限，全力推动实现“3个小时以
内”全流程办结。

会上，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陈
吉利指出，2020年度各成员单位着力
破解企业开办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大力推行一次办、一网办、一日办，力
争“简”出效率、“快”出竞争力。在各

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天，全市市场
主体总量达到243.3万户。

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要着力
打好三项攻坚战，要认真梳理存在
问题，精准把握年度开办企业攻坚
提升工作的总体目标，对标先进梳
理存在问题，按照“能简则简、能并
则并”的原则，打通政策落地“最后
一公里”，推动企业开办全程零材
料、零跑腿、零费用。要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做到企业开办各要素
“一件事”打包办理，全面推行“同
城通办”、积极推进“省内通办”、深
入推广“跨省通办”，实现企业准入
准营“一件事一次办”，让企业和群
众切实享受到改革红利。要大力
压缩开办时限，按照“1个环节、1次
办理”的总体要求，持续提升服务
环境、业务要素、申请材料、流程结
果4个标准化水平，全力推动实现

“3个小时以内”全流程办结。

今年西安企业开办再提速

推动实现“3个小时”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