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张西凤 版式：王 青版 综合新闻
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2

炎炎夏日 丝丝清凉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西铁工程公司工会组
织开展了“送清凉·鼓干劲”主题活动，为施工生
产一线的职工送去了西瓜、绿豆、饮料等防暑降

温品，让大家感受到了酷暑中的丝丝凉意。图
为7月25日，该公司工会正在对秦汉大道项目
的职工进行慰问。 王紫荣 田家卫 摄

近日，平利县各界纷纷开展“夏送清凉”慰问一线
活动，截至7月底已为2200余名高温作业一线职工送
去了价值17.6万元的防暑降温大礼包。

刘应珊 柯尊丽 摄

8月1日，白水公路管理段开展“夏季送清
凉”慰问活动，班子成员将茶叶、绿豆、白糖、西
瓜、电蚊香等慰问品送到一线养路工人手中。

兰芳 田小红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侠）“如今用电越来越方便，
我们企业安装一台 200千伏安的配变，从申请用电到
正式接电仅用了六天，我只跑了一次，办电人员工作
态度积极，我们十分满意”。8月 3日，洛川县旭华苹
果专业合作社经理成志平在接受洛川公司调控人员对
新装客户电话回访时如是说。

今年以来，该公司创新推出“人人争当电保姆，
‘三心’服务见真情”活动。一是“供电服务贴心”，
建立供电所员工与辖区客户”的微信群，实现计划检
修停电、电费余额预警、安全用电知识推送的“手机
服务”。对孤寡老人、重要客户等发放“爱心联系
卡”，主动上门，定期走访。二是“客户办电放心”，
推行办电“一次性完成”，“一站式”服务。将高压供
电可控时限由原 10个工作日缩短至 6个工作日；三是

“群众用电省心”，大力推广线上报装、线上缴费等，
实现停电信息、电费余额等系统自动“提醒服务”，让
供电服务增值。

本报讯（通讯员 代绪刚）
“在今年 5月市场推广电信翼支
付业务时，在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非常方便地注册了账号。
逢五返五、逢六以一当十、天
天优惠让我的客户得到实惠，
口碑很快传出去了，销量也明
显提升。现在每天一开门，就
有很多客户，周五周六好多老
客户专门过来买菜。”近日，
商南县南坪路智慧菜市场签约
商户吉祥干菜店店主吴琨向笔
者介绍。

“南坪路智慧菜市场”是商
南县智慧城市项目推广的一项
重要民生工程。该县城关街道
办、县电信公司、双强集团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动

“南坪路智慧菜市场”建设，利
用电信手机翼支付业务，为市
场繁荣、多元化惠民服务提供
了新的途径。

据悉，“智慧菜市场”主要
是利用电信手机翼支付业务，
方便群众买菜消费、避免商户
找零麻烦，而且每次消费均有
折扣优惠，多方受益。电信翼
支付是中国电信推出的线上手
机加支付的便民惠民业务。电
信用户在这些商户消费时可享
受每逢周五满十返五，每月最
高立减 20元；在“南坪路智慧
菜市场”签约商户消费，除享
受每逢周五满十返五的普惠优
惠外，6个月内还有周六以一当
十返九的超值优惠。

商南县建成智慧菜市场多方受益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8月
3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上
半年，我省待售面积持续减
少，商品房库存减少，住宅均
价 7785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
24.1%。

上半年，全省除了商洛市，
其他地市住宅价格均比 2017年
有所上涨，其中，延安市价格上
涨幅度最大，其次是西安市。

2018年 6月 70个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
示，西安市同比增长 10.4%，在
70个大中城市里排名第 9位，同
比涨幅连续15个月超过10%，环
比保持28个月持续上涨。

二季度，除铜川市、宝鸡
市和商洛市销售面积增长比一
季度有所减缓，其他地市增速
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西安市
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252.7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比
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占全
省总量的68.5%。

省统计局相关工作人员透
露，上半年我省房地产企业资
金来源主要以自筹资金和定金
及预付金为主，除定金及预收
款增长比一季度有所减缓，其
他资金组成部分增速均比一季
度有所提高，到位资金总体趋
于宽松。

我省上半年住宅均价7785元/平方米
延安市价格上涨幅度最大

本报讯（通讯员 高龙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布了 2018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中国西电集
团西电宝鸡电气有限公司申报的“中低压输配电装备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榜上有名。

5月4日，公司按要求提交申报资料后，经陕西省工
信厅推荐，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评审、现场检查等
环节的检验，“西电宝鸡电气中低压输配电装备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项目成功入围工信部2018年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

通过本项目实施，建成了以“集成化、精益化、数字
化、互联化”为特征的西电宝鸡电气智能化工厂，提升了
制造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集成化水平，企业运营成本
降低了22.03%。

创新“三心”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

荣获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洛川供电公司

西电宝鸡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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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我》不放弃 父女终得团聚

五龄女童遭拐卖与父母失散三十年

某村搞“贫困户”民主评
议，由第一书记、村干部及组
长组织群众参加会议，现场听
到的满是争吵，一些村民为自
己没有争得贫困户而不罢休，
坦言：“我家比他家还穷呢”，
结果会议无法按程序继续进行
终于不欢而散。 以入选“贫困
户”为荣，无非是想依靠扶贫
政策，不劳而获得到钱物补
助。如此，不论你客观原因如
何，在主观上，你志已穷。再
精准的扶贫，也是扶有志脱贫
之人，人人争当“贫困户”，不
思进取、坐享其成绝非扶贫攻
坚工作的本意。

时下，不少地方纷纷派出
大批扶贫工作队，揣着现金，牵
着牛羊，拎着衣物，浩浩荡荡到
村 里 开 展 扶 贫 ，场 面 热 火 朝
天。时隔数月后，现金被花
光，牛羊被变卖或吃掉，只有
衣物还穿在人身上，村里面貌
依旧，村民贫困依旧。于是催
生了人人哭穷，人人争当贫困
户，“要懒懒到底，政府来兜底”，不以

“贫”为耻，反以“贫”为荣的贫困文化。
这一文化怪相，势必渐渐稀释着人穷志
不穷的精神之源，无形中培育了不思
进取、坐享其成的投机心理，导致的
将是急速堕落的循环贫困。

笔者近几年常到农村亲戚
家走走。在与群众聊天中，听
到一些人哭穷：有的住着宽阔
的房屋，家里有着小轿车，却
说自己是贫困户应该得到政府
的照顾，云云。

由此看来，做好“扶志”工
作,是扶贫干部的当务之急和不
能推脱的担子。

扶贫要扶“志”，这个“志”是
村民主动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
意志。扶贫干部应鼓励村民不
过于依靠政府，帮助其知晓该如
何主动利用手中资源。

扶贫要扶“志”，除了物质
帮扶外，更重要的是，要把贫
困户尤其是贫困户学生的志气
培养起来，启发他们勤奋学
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扶贫要扶“志，制定发展规
划要有长远眼光，工作队在完成
本职工作的同时，应注重村干部
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储蓄后备人
才，给扶贫工作留下发展后劲。

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
怕。一个人的物质贫困可能只是一
时，但精神贫困可能伴随一生。 希望
更多的基层干部尽早走出“重扶物轻
扶志”误区,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
动力,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把扶贫工作做扎实。

本报讯（高奇发）在脱贫攻
坚中，陕西省发挥高教资源优
势，启动了 103所高校结对帮扶
96个有扶贫任务区县的“双百工
程”，精准结对帮扶成为我省脱
贫攻坚工作的一大特色亮点。

这两天，由我省各高校组织
“万名学子扶千村”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脱贫攻坚专项活动正
在进行。长安大学派出了174支
大学生暑期大学生实践团队。
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的陈经纬
已经是第二年参加暑期实践了，
今年他带队帮扶商南县。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
学院学生陈经纬说：“首先是关
爱留守儿童，利用假期对他们的
作业进行一个辅导，同时我们帮
助有意于搭建网上平台的村民
搭建网上平台，最后我们会进行
一个产业和贫困户的调研形成
一个调研报告。”

利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助力精准脱贫，是我省教育部门
今年推进“双百工程”的一个新
举措。长安大学承担了佳县和商
南县两个贫困县的帮扶任务。学
校在佳县设立了电子商务和文化
旅游产业两个产学研合作基
地。在商南县帮助当地制定路
桥交通、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规划。
长安大学副校长朱杰君介

绍：“通过打造项目，实现长安大
学＋政府＋企业＋贫困户的脱
贫模式，带动贫困户进入到这个
合作的形式之间，助力佳县和商
南县按如期合格达标地脱贫致
富奔小康。”

这两天，由西安外国语大学
组织的旬阳县中小学英语骨干
教师集中培训正在开展，来自山
区学校的英语教师薛正涛主要
是接受专业的口语培训。

旬阳县晓秦初中英语教师
薛正涛说：“我们偏远地区基本
上很难遇到有这种条件来进行
英语口语的学习，老师讲的课非
常实用，这样非常有利于促进我
们自己的教学方法。”

在“双百工程”帮扶中，西安
外国语大学帮扶旬阳、镇坪和镇安
三个贫困县，依托学科专业特色和
人才优势，学校旅游学院全程参与
旬阳县蜀河古镇基地建设。

西安外国语大学纪委书记
王强接受采访时说：“从全域旅
游以及旅游景点接待能力提升角
度以及他们外语教师的培训，特
别是外语老师的提升，下半年我
们对此将进行新的一轮培训。”

我省开展高校结对帮扶贫

困县的“双百工程”以来，全省高
校紧密契合帮扶区县需求，共开
展各类辅导、讲座、医技交流、田
间教学等培训活动400余场。

省委高教工委副书记李智
军对笔者说：“我们调整组织了

15所部署高校和省内高水平大
学，全部把优质资源和力量聚焦
在 11个深度贫困县。聚焦我们
实体项目和产学研一体化示范
基地，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优势，
助力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日前，汉中市留坝县举办食
用菌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各镇
共67名学员参加培训。近年来，
该县狠抓食用菌产业规划布局和
龙头企业示范引领，着力推动食
用菌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

群化、集约化”方向迈进。目前，
全县已建成食用菌产业基地 52
个、大棚 1503 个，新发展代料香
菇800万袋、段木香菇1.53万架，
预计产值达6000余万元。

陈耀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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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推行高校“双百工程” 产业智力帮扶齐发力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老张终于找到女儿了！”7月 29日晚，中
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等着我》公益寻人栏目播
出的一则寻亲故事，让城固县博望街道办河
坎村的乡民们振奋不已。

30年前，城固县 5岁女童张瑩被拐卖到
河南的社旗县另一户张姓人家。张瑩在养父
母家念完小学五年级就被迫辍学在家，历经
坎坷，迫不得已15岁南下打工谋生，现在家
庭和睦，儿女双全，她始终盼望能与爸爸、
妈妈团聚。在大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
栏目组工作人员和广大爱心人士的不懈努力
下，时隔30年，张瑩父女终获团聚。

母女街头失散

虽然当时张瑩只有5岁多，但她清晰地记
得自己被拐卖的情景。1988年的夏天，妈妈带
着她到街上（此地离铁路不远）买了个大西瓜，
看着她馋嘴的可爱模样，就找人帮忙切开，让
她坐在街边的树荫下痛快地吃起来。因母亲
临时有事，看女儿乖乖坐着吃东西就放心走开
了。小张瑩吃了一阵子，转头发现妈妈怎么不
在身边，她就边哭边叫：“妈妈，妈妈……”这时
边上走来一个男人问她：“你在找你妈妈吗？
我认识你妈妈。走，我带你找她去。”于是小张
瑩就信以为真，跟着去了。走了很长时间，她
心里感到害怕，不愿再走，就大哭起来，然后就
没有了记忆。等她醒来，已经在安康汉阴县城
关镇赵某的家中了。又过了不久，她就被送到
河南南阳社旗县养父母张某家中，一直在社旗
县生活到15岁。

寻女肝肠寸断

听村里的大爷大妈讲述：那个时候交通、

通讯、网络都不发达。张瑩走丢后，张瑩妈
妈天天早出晚归地从走失的街上、村里往远
处去寻找，把全城都找了无数遍。村里的好
心人也帮着寻找，帮忙到处打听，但都遍寻
无果。事发时张瑩的父亲外出做生意了，什
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越是希望，绝望就越
深。张瑩妈妈思女心如刀割，在悔不该当初
自己走开把张瑩弄丢的深深自责中精神失
常了，经常自言自语，时哭时笑。一天，她说
要到远处去找张瑩，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
来。等张父回到家还没喘口气，听到的就是
妻子疯了，妻子、女儿都丢了的噩耗。在邻
居的帮助下，他打起精神，开始了一次次、一
趟趟的找寻，结果没有任何消息。最后，张
父万念俱灰，离开了这个伤心地，到别处聊
度残生。

公益寻人圆梦

张瑩渐渐长大，拥有了自己温馨的家庭
和一双可爱的儿女，但张瑩总觉得自己的心
缺了一块。她把自己的事情整理后发给央视
《等着我》栏目组，栏目组工作人员与宝贝回

家公益网站进行对接，将该消息在网络里扩
散开来。2017年 12月的一天，城固县公安局
网安大队值班员发现了这张寻人的帖子，只
有一个模糊的地理位置：当事人被拐时只有
5、6岁，只记得家离县城不远，有火车从村旁
通过，火车道下有涵洞，用来行人过车，家附
近还有条河，大概记得安康和汉中这两个地
方。该贴子被转到公安局刑警大队，经汇报
局领导并征得同意后，查阅1980年到1990年
人口失踪报案记录与走访老民警、退休民警
同步进行，结果在此时间段没查到丢小孩相
关线索。因为这只是条模糊的信息，不具备
立案条件，所以刑警队的民警们只能在办案
间隙挤时间、利用休息时间去查找线索。在
多次查找无果后，大家决定用最笨的办法去
查找，挨个到符合条件的村里去走访，相信总
能摸排出个名堂来。

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当民警们排查到城
固县河坎村时，这也是城固县境内符合上述
条件的最后一个村，一个年轻时当过村干部
的老大娘提供了个线索，说几十年前我们村
丢了个几岁的闺女，她妈气疯了，到处找她也
走丢了，她爸爸到处找她们娘俩，找了几年没

音信，就离开这里住到别处去了。再找来几
个上年纪的村民一问，都说确实有这事。拿
来女孩照片给他们辨认，都说长得很像女孩
妈妈年轻时的样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张瑩
的家乡找到了，她和亲人的团聚也有了希望。

父女千里相见

张瑩一直模糊记得自己的妈妈，一直盼
望与父母团聚，她说：“我一直记得妈妈的微
笑，是妈妈的笑支撑我一直坚强活下来”。她
一天要打三份工，从凌晨4点多起床要一直忙
活到夜里 11点多，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 14
年之久。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她说一方面要
给孩子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她要努
力找到爸爸妈妈，要对他们好。在查得城固
县博望街道办事处河坎村张文清家在30年前
丢过一个女儿后，及时采集血样送检，进行数
据比对，结果二人系父女关系。在央视《等着
我》栏目组的安排下，父女二人时隔30年在北京
得以团聚。一见到父亲，张瑩一下子扑过去跪
在头发花白的父亲脚边，抱着爸爸的腿就嚎啕
大哭起来……

张瑩父女团聚了，但张瑩的妈妈却迄今
下落不明。张瑩动情地
说：“我多希望妈妈再抱
一抱我！我多希望妈妈
再对我笑一笑”。愿张
瑩一家三口团聚的日子
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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