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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安康大地，山清水秀，风光无
限。5 月 29 日，本报记者随着“守望河湖
看安康”媒体采访活动“转山转水”，就
安康市进行河湖治理进行了采访，发现
和体验了安康河湖的生态之美、人文之
美、发展之美。

保护生态落在每个细节

观音河水库位于汉阴县北部山区的
观音河镇，属省级重点水源保护地，是一
座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供水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中型水利枢纽工程，是安康市已
建第二大水库。

“如今的观音河水库，已有 32只朱鹮
在此长期栖息，我们的保护措施有了成
效”。观音河镇责任河长李志鹏欣喜地告
诉记者。

观音河水库的成效，只是安康市在深
化河长制、实施湖长制以及兴水、治水、护
水、保水等方面卓有成效的一个显现。

“环境好，百姓才放心。”李志鹏说，观
音河水库的湖面上建立 5 处全天候监控
摄像头，除了护河员等主要责任人的日常
巡河之外，定期将有无人机和游艇进行监
控，周边居民每家每户都分发配置垃圾
桶，将保护生态落在每个细节。他们以水

源地保护为契机，坚持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与经济发展并举，先后投资 270万元安
装围栏 13.5 公里，投资 300 万元新建 2 处
污水处理厂，县财政下拨资金 1000 万元
对库区水岸线 100 米范围内的住户实施
移民搬迁安置，目前已首批迁移群众 48
户，187人。

深化河长制实施湖长制工作启动以
来，汉阴县明确了“河长+警长+X”的督察
联动“网格”化治河监管体系，全县共落实
河长 358人，湖长 92人，护河员 157人，出
台了《河长制督查考核制度》等9项制度。

民间力量加入护河队伍

除了水利人为保护一江清水时刻守
望外，越来越多的“环保卫士”、“环保志愿
者”等民间护水队伍也在不断加入河湖
守望大军。在旬阳就涌现出一大批自发
组织的护河团队，从源头上治河。

“我孙子今年 10岁，每个周末我都带
着他捡垃圾。”61岁的刘雪梅是旬阳县曲
子老年协会的会员。现如今，她又多了一
个身份——护河义工。

“旬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和义务去爱她、护她、珍惜她！”
刘雪梅告诉记者，每周一和周五都是义工

集体自发捡拾垃圾的大日子。在这支义
工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已72岁。

旬阳县河长办副主任罗全国说：
“目前，全县共自发成立 38 支民间爱心
志愿护河队。”正是政府和民间组织的
有机结合，发挥全民力量，才能让旬阳
河长制河湖治理从官方组织到民间自
发，从根本上了解决“人”的问题，使一
处处治水“ 死角”被消除，环境变美了，
河流变清了。

把好汉江出陕最后一道关口

白河县水资源丰富，有大小河流 700
余条，汉江流长 39.2 公里并由此入鄂，为
我省汉江水质的最后一道关口。白河县
境内的白石河，曾经一度遭受重金属污
染，导致河水不能灌溉，人畜难以饮用，当
地人还将其戏称为“黄水河”。

“为确保汉江出陕断面水质达标，我
们先后淘汰、关停污染企业 30 余家。”白
河县河长办副主任柯昌立介绍说。

随着河长制的深入推进，白河县不仅
着力实施截污治污和河流生态建设，还投
资 400多万元，对汉江流域白河段 39.2公
里、白石河下游 15 公里布设 42 处视频摄
像头，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控。开展汉江水

质保护联合执法、跨界执法等行动，综合
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严厉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建立网格化的监测体系。
在全县主要河流设置 17 个监测断面，同
时建立河长制监控、预警指挥中心云平
台，让河长和护河员能够及时通过手机发
现和上传巡河中的问题。

通过“依法治水、依法管水、依法用
水”，发展循环产业建设，推进清洁生产，
以环保科技应用和技术集成，推动企业科
学治污，确保了汉江出陕断面水质稳定保
持国家二类标准。

如今的白石河，水面碧绿清澈，两岸干
净整洁，成为安康众多河流的一条典范。

“每一条河流都需要被保护，只有人
人都成为河流守望者，才能真正监督和解
决每一条河流的环境问题。”安康市河长
办主任、市水利局局长吴平说。截至目
前，安康市县区工作责任体系已健全，河
长（湖长）+河警+X 责任体系实现了全覆
盖。共明确河长 3244 名、湖长 234 名，河
警 1053 名。年投入 1500 万元，从贫困人
员中开发公益岗位护河员3000名。

作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
养地的安康，肩负着一江清水永续北上的
重大使命，安康水利人和 305万安康儿女
守望河湖一直在路上。 本报记者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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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深化河长制、实施湖长制工作侧记

近日，陕建一建集团第四公司汉中项
目部开展了一场“工地上的运动会”。活

动分为趣味游戏竞赛和文体活动两个板
块，始终充满欢声笑语。 芦琰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雷婧）近
日，笔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从 7月 1日零
时起，将实施 2018 年第二阶段
列车运行图调整。

此次调图，西安局集团公司
将首次开行西安北至昆明南高
速动车组1对，运行时间10小时
左右，比现有普速列车的运行时
间减少了大约26个小时。同时，
加大郑徐、大西、西成、宝兰高铁

动车组开行密度。新增西安北
至温州南高速动车组1对，西安
北至太原南动车组3对，西安北
至张掖西、兰州西至西安北动车
组1对。针对西成、宝兰等高铁
线路假日及春暑运高峰期客流
火爆的实际情况，新增西安开
往成都、重庆、天水、嘉峪关等
省外热门旅游城市的高峰线动
车组10对，管内高峰线11.5对，
让旅客有更多的出行选择。

7月起西安首开至昆明高铁

近日，中建一
局总承包公司陕西
分公司联合怡康医
药走进启航馨苑项
目部，医护人员现
场免费为农民工工
友进行健康知识讲
座、血压测量等常
规体检，并为工友
送去医疗用品和常
用药品。

记者 鲜康 摄

■企业快讯

西安东车辆段近日在一线班组开辟职教“小课
堂”，将车辆易发故障、暑期劳动安全关键、现场量具使用
等内容纳入“小课堂”，以“我做你看、边说边练”的形式开
展业务帮教，提升一线班组职工的业务技能和车辆检修品
质。图为该段职教员讲述量具使用方法。 贾智炜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牟宝川）5月24日，由宝石机械公
司生产的7000米加强型交流变频电驱动钻机，顺利通
过用户出厂验收。

这套 7000米钻机是宝石机械公司根据中石化华
东石油工程公司的要求，按照双方签署的《ZJ70DB加
强型钻机技术协议》，定制的一种交流变频电传动全
数字控制钻机。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李学慧等5人组成的验收组就7000米钻机的可靠性、
安全性、功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现场验证。

验收组一致认为，此钻机设计符合国际及有关行
业标准，符合API规范，达到了钻机协议的要求。

宝石机械公司

7000米定制钻机通过用户验收

本报讯（通讯员 陈凡）5月31日，笔者由共青团中
石油测井长庆分公司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获悉，该公司
大力推进青春建功行动，让青年奋斗有方向、成长有通
道，在测井生产经营中发挥出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长庆分公司倡导人人能创新、人人有创新的理
念，搭建青年科技攻关、先进操作法、技术革新和专
利发明等创新创效平台，引导青年立足岗位推陈出
新。创新创效活动立足“小、实、新”，攻关课题能够
在较短时间内解决生产的“瓶颈”问题。五年来，共
完成青年创新创效成果 100余项，征集青年优秀学术
论文 10 余篇，10 多项优秀成果荣获公司奖励。3 名
青工荣获公司“青年创客”称号。

中国石油测井长庆分公司

搭建青年科技创新创效平台

本报讯（潘世策）6月4日，国网西安临潼供电公司
营销部组织 20余人，带着宣传资料、表计等来到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西安市临潼区分公司家属区进行108户
供电分离移交户表改造工作。该公司主动上门服务，
让用户“一次都不跑”，这是该公司多措并举，稳步推
进“三供一业”供电分离移交工作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该公司高度重视“三供一业”工作，按照
上级要求计划完成 4890余户“三供一业”改造接收。
涉及中国邮政、中国航天等9个家属小区。

国网西安临潼供电公司

户表改造让用户“一次都不跑”

推荐全国模范职工之家（31个）
西安嘉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集陕汽重卡（西安）专用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宝鸡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大唐宝鸡热电厂工会委员会
陕西旬邑县旬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白象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耀州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秦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三立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延长县安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龙林建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榆林市麟洲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榆神煤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汉中意通工贸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
汉中市国家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陕西白河庆华化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安康阳晨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盛华茶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工会委员会
西北机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北大学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工会委员会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安康水力发电厂工会委员会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央储备粮西安直属库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工务段工会委员会

推荐全国模范职工小家（31个）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四车间分工会
陕西蜂星电讯零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名流店分工会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分工会
陕西红旗民爆集团榆林鸿泰有限公司分工会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项目经理部分工会
陕西奉航橡胶密封件有限责任公司“硫化中心”工会小组
白水县康惠粮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康惠面业工会小组
陕西长石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胶部工会小组
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丰泉物流园区联合工会委员会
延安龙飞盛世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绥德县燃气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工会小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脂县支行工会小组
陕西华远医药集团西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分厂工会委员会
安康市尧柏水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安康市博元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会员
商南县秦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岗水泥厂工会小组
杨凌萃健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二车间工会小组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九分厂工会委员会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七室分工会
西安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工会委员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锦业路支行工会委员会
大唐韩城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锅炉检修焊接班工会小组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矿井所分工会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军工部分工会
陕西水环境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安川分公司五里管理所分工会
陕西铁道工程勘察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凤城小区服务管理处工会小组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工务段镇安线路车间工会委员会
西安国际空港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推荐全国优秀工会工会者（26名）
马 骏 西安市总工会财务部部长
孙 清（女）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罗晓霞（女）宝鸡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王长民 陕西如意广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亚军（女）渭南市总工会组织宣传部部长
朱志军 延安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苗丽芝（女）榆林市总工会副主席
万保国 陕西省城固肉类联合加工总厂工会主席
刘 敏（女）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陈诗军 商洛市中心医院工会主席
何 瑛（女）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刘伟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工会副主席
雷恒燕 西安昆仑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杨云峰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会主席
赵 利（女）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江 涌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机关工会主席
闫敬旺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肖向东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陈 兵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徐 峰 陕西省泾惠渠灌溉管理局工会主席
李 传（女）陕西高速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小鹏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
谢小刚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严天池 陕西省总工会秘书长
杨晓燕（女）陕西省妇女联合会机关工会主席
张自力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车务段工会主席

推荐全国优秀工会积极分子（26名）
张辰越（女）西安市地方税务局基金处主任科员
冯丽梅（女）西安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经理
陈 洁（女）宝鸡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强振军 咸阳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主任
王晓君（女）铜川市新耀污水处理厂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田莺歌（女）渭南市临渭区农村信用联社南塘分社主任
谷文经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杏子川采油厂党委工作室主任
刘 刚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王瑾瑶（女）汉中市汉台区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吕 欢（女）安康市中医医院女职工委员会副主任
曹卫军 陕西锌业有限公司党委办主任
王世亮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
何盟国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普外二科主任
黄 青（女）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党建文宣部副部长
季 丹（女）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离退休主管
冯 林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调研员、机关工会副主席
龚桂新 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关丽萍（女）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袁春燕（女）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张 政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科员
刘书怀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丁文辉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干部、经审委员、工会干事
李冬冬 中国建筑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分公司党总支书记
高宝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团委书记
赵新刚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第二党支部书记
师飞龙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业务主管

推荐全国优秀工会之友（4名）
贾合义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先锋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姜 波 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
郗九生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推荐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红旗单位候选单位（1个）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推荐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标兵候选人（1名）
李建民 陕西五环（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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