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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关中地区持续高温，西安动车段认真
落实检修作业标准，加大对动车组制动系统、空调
系统、高压牵引系统和走行部等关键部件检查力

度，确保动车组上线运行安全。图为该段西郑运用
车间动车组机械师在对动车组高压牵引系统受电
弓碳滑板下部安装螺栓进行紧固。 吴小刚 摄

雨后初晴，走进“魔芋之乡”的岚皋
县，笔者目之所及，魔芋苍翠，满目秀
色。在岚皋县南宫山镇烛山魔芋现代农
业园区，肥沃的林下坡地里，连片的郁郁
葱葱的魔芋，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
景象……碧绿欲滴的魔芋点缀着一幢幢
白墙黛瓦的靓丽民居，呈现一幅房在林
中、人在画中的美丽画卷，“林下魔芋”种
出了“岚皋风景”。

烛山食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厂
区占地50余亩，是一家以魔芋食品为主导、
休闲风味食品为配套，集食品研发、深加工、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岚皋素有“魔芋之乡”的称号，魔芋产
业已成为传统优势产业。2017年该公司
发展林下种植培育脱贫产业。在南宫山
镇桂花村流转土地 1000 亩，建成县级魔
芋示范园区一个，实际种植大田魔芋 200
亩，林下魔芋 400亩，带动种植 400亩。推
行“公司+基地+农户”产业模式，使当地
脫贫产业走上了千亩魔芋规模化发展道
路。园区的建成在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
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今年在园区务工我 3个月收入 5300
元”。 正在林下魔芋地里除草的 37 岁贫
困人员张正才高兴地向我们说起了他们
在园区务工的收入情况。这只是该村贫
困户依托烛山魔芋现代农业园区实现增
收致富的一个缩影。“我今年入春以来，在
园区务工 3个月收入 9600元”。该村九组
54岁贫困户刘新春也兴奋地说。

“2017年 10月份，公司通过了县级农
业园区的申请，今年 3 月以来，发展魔芋
达到 510 亩，并吸纳贫困户 61 户，169 人
从事魔芋园区建设。截至 6 月底累计为
贫困户支付劳务工资 23 万元，贫困户利

用土地出租获得租金 6.3 万元，该村贫困
人员人均收入达到 1734元。”烛山食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军在向我们介绍时，脸
上露出成功者满意欣慰的笑容。

仅 2018 年春播期间，公司就面向桂
花村贫困群众用工 1800 人次，实现劳动
就业 60 余人，有力地解决了他们的实际
生活困难。魔芋产业正成为桂花村群众
脱贫致富的“摇钱树”。魔芋产业辐射带
动生态脱贫攻坚作用逐渐显现，逐步成
长为全县脱贫致富的主打产业。2017年
烛山林下魔芋基地被省林业厅评为“陕
西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近年来，公司加大了同科研院校的紧
密合作，积极开发新产品，公司先后和中
科院、华南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江南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安康学院合作开展科
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2017年，公司参
加了安康高新技术挑战大赛并成功签约。
近年来公司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创新研发
中心”“陕西省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
业”，陕西省科技厅颁发“陕西省科学技术
成果奖”“陕西省成长之星等荣誉。

随之而来，烛山魔芋企
业旗下拥有魔芋精粉、雪魔
芋风味食品、休闲腊肉三大

系列产品，风靡全国。同时，“烛山”牌，市
级知名品牌、省级著名商标应运而生，烛山
的小魔芋打开了大市场。

为提升岚皋魔芋文化内涵，烛山公司
将魔芋产业与生态旅游、巴文化等紧密结
合，集“展示、科普、休闲、娱乐、文化”功能
为一体。在主题公园建设的同时，又陆续
举办“魔芋王”评选、魔芋摄影大赛、魔芋故
事搜集、魔芋民俗节目展演等系列活动，构
建了浓厚的魔芋文化氛围，提升了“烛山”
牌魔芋知名度，将“品牌营销”、“服务营销”
和“文化营销”三者紧密结合，实现了保护
生态环境与农民增收致富的最佳结合，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

从其貌不扬的乡土魔芋到享有盛誉的
“烛山魔芋”，小小魔芋“华丽转身”焕发出
新的活力；从颗粒无收的陡坡地到果实累
累的魔芋园，荒坡地摇身一变成为致富“香
饽饽”；从农村要富的“致富梦”到乡村更美
的“魅力梦”，漫山遍野的魔芋绘制成山坡
牧歌式的唯美画卷。

林下魔芋逐渐成为南宫山镇特色农业
生产的重头戏，成为桂花村农民增收致富
的“朝阳”产业。 （廖霖 唐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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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在第八届残疾人全民健身
周活动中，以“促进融合，共享生活”为主题的陕西首届
残健融合乒乓球运动会于 8月 12日在西安怡阳乒乓球
俱乐部举办。

本次残健融合运动会，是在传统的残疾人单一体
育竞赛基础上，创新性尝试残健融合,旨在通过此平
台，以球会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健身。同时，
通过此平台，向社会展示残疾人朋友和农民朋友敢于挑
战，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风采；扩大残疾人社交范
围，引导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来自全省各地残疾人选
手、农民选手、志愿者等100多人参加了这次体育盛会。

经过一天紧张的比赛，邹宇卫、乔备战、高向辉、
李柯娟、闫永刚、蒋超英、王庆林、孙运跻身前八名。

我省举办首届残健融合乒乓球运动会

秦岭生态环保志愿行动计划启动
本报讯（记者 鲜康）8月 10日上午，由省慈善协会

志愿者分会（总队）联合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生态文化保
护基金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秦岭生态环保志愿行
动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仪式宣读了成立“秦岭
生态环保志愿联盟”的决定并为志愿者服务队授旗。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我是一棵松，守护大秦岭”为
主题，由陕西省慈善协会志愿者分会（总队）、中国秦
岭生态保护志愿者总队、西安市户外运动协会和西安、
宝鸡、渭南、汉中、安康、商洛市慈善协（总）会以及省
直属 42支慈善志愿者服务队组成。联盟成立后，将发
动各市秦岭生态环保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社区、农村、机
关、学校和企业开展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环保袋，宣
传秦岭生态保护，使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保护秦岭
生态环境的队伍中来。

陕西加快发展茶叶产业
本报讯（记者 杨涛）8月10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办陕西加快发展茶叶产业，努力培育优势特色农业品
牌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厅新闻发言人、副厅长王韬介绍
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要求“把茶产业培育成为我省继苹果之
后又一优势产业”，如今，陕茶已走出了陕西。

陕西茶叶主产区位于陕南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
21个县，属江北茶区，俗称陕南茶区。截至 5月 30日，
我省茶园面积达到260.1万亩，基本形成了以绿茶为主，
茯茶、红茶等多种类发展的格局。目前在全国的位次已
经超过河南，直逼安徽，排全国第 8位。在去年农业部
统计的数据中，陕西 2017年茶叶面积的增幅和综合效
益增长为全国前3位。

王韬介绍说，全省现有茶叶加工企业1472家，其中
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龙头企业27家、市级龙头企
业 72家。通过QS市场准入认证企业 370多家，通过国
际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 93家。省内茶叶企业
年销售额超过 1000万元的有 138家。陕西苍山秦茶集
团有限公司、陕西省紫阳富硒茶业有限公司跻身全国茶
叶百强企业。全省茶叶注册商标 296个。拥有国家驰
名商标 4 个，陕西省著名商标 49 个，茶叶地理标志 18
个，区域公共品牌21个。

目前，全省有茶叶专业合作社 288个，种茶家庭农
场 4968个，引领全省茶农超过 100万人，茶产业从业人
员超过200万人。茶产业已成为陕南覆盖面最广、产业
链最长、综合效益最好、带动能力最强的特色农业主导
产业，也是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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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新的历史方位、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
现代化时间表……新征程上，向高处登攀、向
远方前行，还有一道道山梁需要翻越，一个个
险滩必须跋涉。

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推进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中国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打赢脱贫攻坚战，
啃下深度贫困这块“硬骨头”，实现“一个也不
能少”地进入全面小康；我们要建设美丽中
国，再现天高云淡、鱼翔浅底，推动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我们要
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胜逆流与遏
制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哪一
个目标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哪一项任务
都有许多需要攻克的难题难关。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昨
日之中国艰辛探索，高擎改革开放的大旗，靠
着一股革命的勇气和劲头，闯出了一片天
地；今日之中国更上层楼，仍要鼓足那一股
子气、一股子劲，以全面深化改革破利益固
化之藩篱，以持续扩大开放战封闭孤行之逆
流，再闯出一片更加广阔的新的天地。改革
开放，对于无限接近伟大梦想的当代中国，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唯有迎难而上，向
荆棘挺进，一览无限风光。

（四）
历史是未来的钥匙，时间是真理的挚

友。40年的探索、40年的奋斗、40年的积累，
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心中更多
了一份坚定自信，多了一份睿智从容。

——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更加明确。40
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
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不改”的回答
更加坚定，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什
么”“怎么改”的认识更加一致，决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最大制
度优势充分彰显，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实现现代化。持续扩大
开放，就是要让中国在更大范
围走向世界、更高层次融入世界，为中国改革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民
之所望，改革所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让发展活力充分迸发，让社会财富竞相涌流，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正是改革开放最本原
的初心。无论改革开放的领域拓展到哪里，
无论外部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始终不变
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
果由人民共享、成效由人民评价，改革开放在
深深扎根人民中固本浚源、澎湃向前。

——改革开放的方法路径更加成熟。我
们的谋划更有智慧、行动更加稳健，目标导
向和问题导向有机统一，向着目标去、奔着
问题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推
动“实践－认识－实践”的螺旋式上升；注重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下“一盘棋”、打“组合
拳”；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
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
完善法治；战略上勇于进取，战术上稳扎稳
打，蹄疾步稳、善作善成……形成最为丰富、
系统、全面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的胸怀视野更加开阔。40

年来，既坚持在立足国情中探索发展道路，
又注重在放眼世界中把握时代潮流，打开国
门搞建设，坚持开放优先，以开放促改革。今
日中国之改革，以更宽广的视野博采众长，以
更从容的姿态兼容并蓄；今日中国之开放，不
只是与世界同行的自我发展，更是回击逆流、
引领潮流的主动担当。新变局、新机遇、新挑
战，“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秉持休戚与共、合作共赢的博大胸怀，铺
展“一带一路”的壮美画卷，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穿越岁月沧桑，道路在脚下延伸；历经风

雨考验，命运在手中掌握。站在高山向远方
眺望，信念如铁，目光如炬，新时代的改革开
放，必将为当代中国发展塑造新的格局、开辟
新的境界。

（五）
在历史的演进和奋斗的积累中，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时代在召唤，使命在呼
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振奋起来、行动起
来，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投身改革，创造属于
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光辉业绩，共同书写新时

代的中国奇迹。
让我们做矢志前行的“逐

梦人”。志之所趋不可阻，穷
山距海不能限。改革开放承
载 着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大 梦
想”，也承载着每个中国人的

“小梦想”。梦想照亮前方
路，梦想激励脚下行。无比宽广的历史舞
台，无比壮丽的伟大实践，唯有始终发扬伟
大梦想精神，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
梦，向着既定的目标，沿着正确的路径，让改
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成就更加美好的生
活，成就强国复兴的梦想。

让我们做坚定勇毅的“信仰者”。心中有
信仰，行动有方向，脚下有力量。改革开放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
的根本保障。雄关漫道、闯关夺隘，唯有坚
守理想信念，保持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不为任何风险
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忘改革初心，坚
定改革方向，磨砺改革意志，迈着铿锵有力
的步伐一路前行。

让我们做担当有为的“拓荒牛”。历史从
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
创新、永不自满者。伟大事业仍有许多新的
领域需要开拓创新，伟大斗争仍有许多重大
课题需要探索实践，唯有坚持永不僵化、永不
停滞，以少年心气、青春锐气，以思想大解放
推动改革大突破，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实践，
除体制机制弊端，兴利民惠民之事，推动改革
开放的航船抵达更广阔水域。

让我们做只争朝夕的“实干家”。改革开
放来到紧要关头，机遇不等人，问题不等人，
时间不等人。实干才能创业兴业，苦干才能
攻坚克难，唯有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
勇向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以钉
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
干，力戒夸夸其谈不真为、畏首畏尾不敢为、
腹中空空不会为，务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
求进，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把改革开
放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天地宽，砥砺奋进正当时。
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坚毅和勇

气，开新局于新的伟大革命，在广袤的华夏神
州，在广阔的世界舞台，开拓当代中国和中国
人民新的更加宏阔的天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改
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改革开放天地宽

林下魔芋种出“岚皋风景”
———岚皋县烛山食业有限公司助推群众增收致富侧记

↑岚皋县魔芋发展局魔芋技术员和
园区总经理陈军察看新品种魔芋长势。

本报讯（通讯员 陈凡 王
彤）8 月 6 日，中国石油测井
公司长庆分公司在定边基
地举办第九届陕西省“测井
杯”职业技术技能大赛选拔
赛。来自 7个基层单位的 35
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争夺
大赛“入场券”。

本届职业技术技能大赛

设测井工和仪修工两个工
种。赛场上，参赛选手展现出
了各自的专业水平及职业素
养。比赛间隙，选手相互交流
经验心得，取长补短。经过
激烈角逐和竞技比拼，最终
胜出的 5名测井工、5名仪修
工，他们将代表长庆分公司
参加9月中旬举办的决赛。

中国石油测井公司长庆分公司

35名选手争夺技能大赛“入场券”

本报讯（通 讯 员 李 学
利）近日，在全国公路行业高
峰论坛上，颁发了 2016-2017
年度全国公路优质工程奖
——李春奖，其中由中铁宝
桥集团有限公司参建的南
京长江第四大桥、马鞍山长
江公路大桥荣获此项殊荣。

南京长江第四大桥是国
内跨境最大的双塔三跨悬索
桥，在同类桥型中居世界第
三，被誉为“中国的金门大
桥”。中铁宝桥承担该桥全部
钢箱梁3.4万吨生产任务。

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
是 800 里皖江的第四座、也
是跨度最长的公路大桥。
大桥分左汊和右汊两座主
桥，其中左汊桥为主跨 2×
1080 米三塔两跨钢箱梁悬
索桥，在世界同类桥梁中位
居第一，首次实现了三塔两
跨悬索桥跨径由百米向千
米的重大突破。在该桥建
设中，中铁宝桥承担了左
汊悬索桥 6500 吨中塔钢塔
柱和 32000 吨钢箱梁的生
产制造任务。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前不久，因天气炎热,
西安国际港务区华南城五金机电交易中心车辆
出入门岗保安员魏某（男，44 岁）在执勤过程中
突然晕倒，后经急救无效不幸离世，医院诊断死
亡原因为“劳力型热射病”。省公安厅治安局有
关负责同志介绍，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陕
西省保安协会 8 月 8 日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暑期
高温环境下保安员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
要求确保一线保安员的防暑降温工作，切实维护
广大保安员的合法权益和生命安全。

《通知》强调，防暑降温工作是直接关系到企
业责任和员工身体健康的重大事情，各保安从业单
位要本着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宗旨，从思想上提
高认识，以对广大保安员生命和健康高度负责的态
度，认真做好暑期高温环境下保安员防暑降温工
作，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保安员防暑降温工作做
好、做细、做实，防止发生保安员中暑和其他各类安
全生产事故，充分保障一线保安员的安全与健康。

《通知》要求，要积极改善一线保安员工作生
活环境。各会员单位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好高温
酷暑期间保安员站岗值班和调度工作，对患有
身体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宜长时间在户外
执勤的保安员，应适当调整工作班次和工作时
间，缩短其连续工作时间。要积极协调服务单
位，对在室外工作岗位执行勤务的保安员，基本
保障每个岗位配备一顶遮阳伞，条件允许的应
配备空调等高效能降温设施，对在地下室和封
闭场所工作的保安员，应配备换气扇等通风设
施。同时，各单位要为奋战在高温环境下的保
安员送去食盐、矿泉水、西瓜、藿香正气水、清凉
油等防暑降温物品，最大限度地减少保安员因高
温中暑造成的职业危害。

省保安协会介绍，他们将积极开展防暑降温
安全知识宣讲工作，通过组织召开培训会、班队生
活会进行宣讲，使广大保安员都能掌握科学的防
暑降温知识，确保广大保安员安全健康工作。

省保安协会要求做好保安员防暑降温工作

88月月99日下午日下午，，一场暴雨降临古城西安一场暴雨降临古城西安。。西安火炬西安火炬
路瞬间积水路瞬间积水，，变成一片泽国变成一片泽国，，不少车辆陷入水中不能不少车辆陷入水中不能
通行通行。。西安市政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西安市政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冒着大雨在积水冒着大雨在积水
中进行排水作业中进行排水作业。。不久不久，，积水开始下降积水开始下降，，市政工人配市政工人配
合交警推出水中陷落的车辆合交警推出水中陷落的车辆。。 王忠义王忠义 摄摄

本报讯（通 讯 员 韩 飞
行）8 月 8 日，由陕西路桥
集团承建的太凤一分部关
山隧道右线顺利贯通，关
山隧道右线全长 293 米，隧
道净宽为 12.5 米，其中Ⅴ
级围岩 159 米，Ⅳ 级围岩
134 米，今年 5 月 12 日施工
人员正式进洞，历时 3 个月
的施工终于使该工程顺利

安全贯通。
关山隧道是红岩河 3

号桥的架梁通道，面对工
期紧，任务重，且围岩破碎，
进出洞口浅埋等困难，在管
理处、总监办等各级领导的
帮助下，太凤一分部精心组
织，严格遵循短进尺，强支
护、弱爆破等措施，实现了
隧道的顺利安全贯通。

陕西路桥集团

关山隧道右线工程顺利贯通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中铁宝桥集团

两座参建大桥荣获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