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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3日，省委召开常
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我省贯彻落
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
告整改《方案》、2021年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
案》。省委书记刘国中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饱含着党中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
怀和对共青团事业的高度重视，为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
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
实。各级共青团组织要毫不动摇坚
持党的领导，切实发挥党的忠实助
手和可靠后备军作用，始终与党同
心、跟党奋斗。要牢牢把握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

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引领，组织
引导广大青年在陕西高质量发展主
战场担当作为，千方百计为青年办
实事、解难事。要加强自身建设，严
于管团治团，在全方位、高标准锻造
中展现新气象。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
态清零”总方针，认真落实5月9日全
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
始终绷紧思想之弦，全面从严从紧抓
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坚持关口

前移，继续把外防输入作为重中之
重，把好“两站一场”、公路等入省入
市入县关口，压实市县重点场所管理
责任，严格落实会议、庆典等活动管
理措施，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
控成果。要加快推进疫苗接种，提前
做好隔离酒店、方舱医院、应急物资
等准备，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增强抓好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对照方

案清单化、台账化推进整改工作，加
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好转。要坚决扛起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主
体责任，认真整改反馈问题，有针对
性地建立管用制度措施、长效工作
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

本报讯（记者 张维）5月 13
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2021年，
城乡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共
同富裕初步显现。

2021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4745元，比上年增
长 10.7%，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
相比，相当于 77.9%，较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是近五年最高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
破 4 万元，达到 40713 元，增长
7.5%，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相比，
相当于 85.9%，虽然较上年下降
0.5个百分点，但是达到近五年占
比第二高的水平。

从城乡收入比（以农村居民
为 1）情况来看，2021年陕西居民
收入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城

乡收入比为 2.76，较上年下降
0.08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好水
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陕西
略高 0.26个百分点，依然存在一
定差距。

各市（区）城乡居民收入持
续增长，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农
村居民收入方面，西安市继续领
先于其他各市（区），达到人均
17389元的较高水平，杨凌示范
区和榆林市分列第二、三位，分
别达到 16117元和 15852元。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的还有宝鸡市
和渭南市，其余均未达到全省平
均水平，最低的商洛市只有
11969元，比西安市低 31.2%。增
速方面，汉中市、商洛市和延安
市排名前三位，分别达到 11.2%、

11.1%和 11.0%的较高水平，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的还有咸阳市和
铜川市，增速最低为杨凌示范
区，仅有 10.2%。

城镇居民收入方面，西安、杨
凌示范区和咸阳市共同突破人均
4万元大关，排名前三位。其中，
西安市最高，达到人均 46931
元。其余各市均未超过全省平均
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情况一
样，商洛市人均收入依然最低，仅
有 28655元，比西安市低 38.9%。
增速方面，安康市最高，达到
8.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
分点。同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的还有汉中市、榆林市、商洛市和
咸阳市。杨凌示范区增速依然最
低，仅有6.9%。

陕西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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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

《通知》指出，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
展和国家未来，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把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作为就业工作重中之重，
将帮扶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作
为重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工作。

《通知》提出，多渠道开发就
业岗位。扩大企业就业规模，对
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
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挖掘
基层就业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
务、社会工作、司法辅助等就业机
会，社区专职工作岗位出现空缺
要优先招用或拿出一定数量专门
招用高校毕业生。支持自主创业
和灵活就业，按规定给予一次性

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政
策。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可实施
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
措施。

《通知》要求，强化不断线就
业服务。把脱贫家庭、低保家
庭、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以
及残疾高校毕业生和长期失业
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援助的重
点对象，提供“一人一档”、“一人
一策”精准服务。实施国家助学
贷款延期还款、减免利息等支持
举措。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
园，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归
集机制，构建权威公信的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平台。打造一批
大学生就业指导名师、优秀职业
指导师、优秀就业指导课程和教
材。深入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持续
跟进落实实名服务。

《通知》明确，简化优化求职
就业手续。稳妥有序推动取消就
业报到证。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

前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就业
协议书上签章环节，取消高校毕
业生离校后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机构办理报到手续。档案管理部
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服务机构名
录和联系方式。建立高校毕业生
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作为离校手
续的必要环节。推进体检结果互
认，对基本健康体检项目，高校毕
业生近 6个月内已在合规医疗机
构进行体检的，用人单位原则上
不得要求重复体检。

《通知》要求，着力加强青年
就业帮扶。强化户籍地、常住地
就业失业管理服务责任，允许到
本地就业创业的往届高校毕业
生、留学回国毕业生及失业青年
进行求职登记、失业登记。鼓励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在获得学历证
书的同时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施百万
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实习见习
基地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
参加项目研究的，视同基层工作
经历。

国办印发《通知》

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消息，近日，知网因涉嫌实施垄断行
为，被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5月
13日，知网就此发布公告称，坚决支
持，全力配合。公告还称，知网“将
以此次调查为契机，深刻自省，全面
自查，彻底整改”。

据了解，此前知网因为“千万续
订费过高、中科院停用知网”一事登
上热搜，此后，因其高额续订费，也
让不少高校不得不暂停使用，而外

界认为知网凭借自身在论文领域的
学术地位存在垄断行为。

公开信息显示，知网全称“中国
知网”，创建于 1999年 6月，是中国
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控股
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学术平
台。知网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概
念，由世界银行于 1998 年提出。
CNKI工程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
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
息化建设项目。 综合

知网涉嫌垄断行为被立案调查
知网：全面自查彻底整改

本报讯（记者 张维）5月 13日，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最新
数据显示，陕西居民消费价格4月同
比上涨2.5%，涨幅较上月扩大0.4个
百分点。1-4月，陕西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同期上涨2.0%。

4月，陕西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
涨0.3%，涨幅较上一个月扩大0.1个
百分点。八大类价格环比“六升二
平”。食品价格由降转升，非食品价格
涨幅回落。食品价格由上一个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5%，影响 CPI上涨

0.09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市场供
给充足，价格下降7.5%；疫情因素、成
品油价上涨推升物流成本，叠加玉米、
豆粕等饲料价格上涨影响，鸡蛋价格
上涨10.7%；部分新上市水果价格偏
高，带动鲜果价格上涨8.1%；受国际
粮价变动影响，面粉价格上涨3.1%；
猪肉价格低位回升，小幅上涨1.3%。

非食品价格上涨0.3%，涨幅较上一
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
0.22个百分点。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
汽油、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8%、3.0%。

4月陕西CPI同比上涨2.5%

本报讯（记者夏明勤）由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系列演出活动本周起将与广大
观众见面，通过红色经典、新创革命
历史题材剧目、主题晚会，一起重温
讲话内容，传承和弘扬《讲话》精神。

系列演出中，首先与观众见面
的，是将于5月15日至19日上演的碗
碗腔现代剧《骄杨之恋》提升版首

演。该剧取材于杨开慧烈士大气磅
礴而又悲情壮丽的真实故事，以独特
视角展示了杨开慧从认识自我、寻求
自我、实现自我，到牺牲小我、成全大
我——“用生命拥抱死亡，用死亡礼
赞生命”的心路历程。5月22日至24
日，“为人民歌唱”——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周年主题晚会将在省戏曲研究院
剧场举行。晚会聚焦“为人民歌唱”
的主题，分四个篇章。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省戏曲研究院将推出系列演出活动

本报讯（记者成东丽）5月13日
上午，由西安市委宣传部指导，西安
市文联主办，西安市美术家协会承
办的“西安文艺界纪念延安文艺座
谈会 8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西安美
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以继承发扬延安文艺
座谈会精神，以美术作品的形式，呈
现广大文艺工作者勇于拼搏、开拓进
取，对新的时代背景下文艺如何更好

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探索。
记者了解到，展览汇集了西安

美术界老中青艺术家精心创作的
118幅艺术作品，包含有中国画、油
画、水彩粉画、漆画、版画、雕塑等画
种画类，共征集到作品 672幅，经专
家评审团审核后最终遴选出 298幅
优秀作品，其中在西安美术馆展出
118幅作品，5月 17日将于亮宝楼美
术馆展出另外180幅作品。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
美术作品展开幕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疫情防控生态保护巩固脱贫成果工作

刘国中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