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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敏不慎将中学二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证遗失，证号：NO014150，特此声明。

金林薇不慎将购房定金 5万元整、定金收据
号0003309号，购房收据首付款2096201元整、购
房首付款收据号0003370号丢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9 月 21 日，杨凌金红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工人在车间内将猕猴桃装盒。 金秋时
节，陕西杨凌农科城里果味飘香，当地企业与

专业合作社的工人抢抓时机对收获的水果进
行分拣、打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赵涛涛）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
应急管理部对 2016-2017 年度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进
行了表彰，陕建二建集团荣登
金榜，这是继荣获“全国优秀企
业”称号后二建集团获得又一
项全国性集体荣誉。

近年来，陕建二建集团坚持
以创建安全标准化工地为抓手，
强化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该

集团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坚持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强化
特种作业专项方案编制审核、做
实安全技术交底、坚持施工人员
健康体检、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
练等，有效夯实了安全生产责
任。至今已有上百个工程项目
建成陕西省乃至全国安全文明
标准化工地，安全生产工作保
持了良好态势，为企业健康持
续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陕建二建被评为“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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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阎
良工务段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迎国庆”文体活动。
图为该段职工正在进行

“迎国庆”篮球赛。 刘晓瑞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陈练斌 肖
元兴）为提高援外工程理化检测
工作专业水平、提升理化检测
队伍“执行力”，9 月上旬，陕西
西宇无损检测公司组织开展了
为期一周的NDE人员培训与资
格鉴定。本次培训涉及射线检
测、磁粉检测、渗透检测、超声
检测及目视检测等内容，共计
20余人参加。

讲师们授课形式生动、活
跃，不仅结合实际生产中的例子
对相关理论知识深入浅出讲解，
并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一些容
易出错和产生误解的知识点进行
了细心指导，提高了培训效果。

通过此次培训，陕西西宇
无损检测公司为陕西化建参与
尼日利亚安装检测项目奠定了
坚实基础。

西宇公司为援外工程培训高技能人员

本报讯（通讯员 贺展展）
为积极响应汉中市政府“铁腕
治霾·保卫蓝天”的号召以及

“关于加强建筑工地及渣土车
管控工作”的具体要求，切实
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陕煤
建设汉中分公司天汉坊项目
部采取多项措施着力把铁腕
治霾工作落实做细，使铁腕治
霾与施工生产协同推进。

按照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治
理“施工工地 100%围挡、物料
堆 放 100% 覆 盖 、出 人 车 辆
100% 冲 洗 、施 工 现 场 地 面
100%硬化、拆迁工地 100%湿
法作业、渣土车辆 100%密闭运

输”的要求，陕煤建设汉中分
公司及时落实各项措施，在每
个出入口建立完善的冲洗设
施并设置专门的冲洗人员，确
保出入车辆不带泥出行。

工地场区内配备有 PM2.5
检测仪，2 台环保雾炮机、自制
小型洒水车，在施工现场主要
道路配置了 2 套喷淋设备，在
塔吊上设置雾状喷淋装置，实
现全方位降尘。对施工区域
渣土进行无间隙的密目滤网
100%覆盖，将铁腕治霾工作常
态化、制度化、深入化，展示了
陕煤建设集团国有大企业的
良好形象。

陕煤建设汉中分公司铁腕治霾举措实

9月，很多孩子背起书包走进校园，带
着家人的祝福和希望开启了新的人生阶
段。可是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些孩
子，他们或许从未真正走近人群，也终不
能独自远行，但却在孤独的角落里倔强地
成长、努力地微笑......

物资集团秦源招标公司牵手西安心
心特殊儿童发展中心已有 3 个年头。此
次公司党支部书记杨进庆带队，赶在新学
期和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再来“心心”，就是
为了给该中心送去急需的物资，给孩子们
送些“稀罕的月饼”。正如中心负责人张
笑强说：“太感谢你们了，孩子们肯定高兴
死了！我们往年都是等节过完月饼快下
架的时候才按人头买给孩子们吃。”

说起“心心”就总是忍不住眼里的泪

和心里的疼。张笑强是一个 20多岁重症
自闭症孩子的母亲，儿子 5 岁时，经医生
诊断将终生没有语言和生活自理能力。
但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刷牙、漱口、握勺
子....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
动作，她却要重复教孩子千遍万遍。8年
过去了，终于换来儿子的一声“妈妈”....正
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萌发了帮助类似孩子
的想法，于是就有了最初的“心心幼儿
园”即今天的“心心特殊儿童发展中心”，
她也成为了一批又一批自闭症、脑瘫和唐
氏综合症患儿口中的“张妈妈”。

来过这么多次“心心”，总是见张妈妈
疲惫但灿烂的笑着，这次是第一次见她
哭。张妈妈说，“心心”发展扩大后，慕名而
来的人很多，但往往遭遇这种不幸的家
庭，本身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象征性地收
取一些园费，却发现学校的各项开销越来
越难以维持。可以说，这个机构是一个经
济拮据的人在帮助更多经济拮据的特殊
儿童家庭。这么多年的责任和坚持，其中
的艰辛、酸楚，想必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
体会得到。抹去眼泪，张妈妈打趣道：

“也就是说一说吧，撸起袖子接着干！”

西安心心特殊儿童发展中心成立创办
28年来，让来自全国 24个省份的 2000多
名自闭症、脑瘫及唐氏综合症患儿学会了
简单的生活自理，在认知、语言、大运动和
社会交往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提
高。物资集团秦源招标公司始终不忘国企
担当，尽己所能地承担社会责任。公司70
多名员工与“心心”
的 40多个孩子手牵
手、心连心，一把椅
子、一盏灯笼，都是
爱的纽带。滴水汇
集江河，大爱凝聚力
量，秦源招标公司微
公益一直在路上。

通讯员 王琦

大爱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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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志贵）日前，由陕西省人社
厅举办的全省就业扶贫政策专题高级研讨暨“紫
阳模式”培训班 48 名学员到紫阳现场观摩学习
技能脱贫。

培训班学员先后参观了紫阳县劳动就业培训中
心教学基地、“紫阳修脚”产业训练基地，实地观摩技
能培训理论教学和实习操作、观看了技能脱贫专题片
和成果展示，听取了县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介绍，详细
了解了紫阳就业（技能）扶贫的好经验、好做法。

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和实地考察，学员们一致认
为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领会技能脱贫的

“紫阳模式”，将“紫阳经验”的具体做法用于指导实
践，不断提高就业扶贫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在
本职岗位上扎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为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

近几年来，紫阳立足县情实际，把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作为提高贫困群众致富本领、促进贫困群众稳
定就业、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有效手段，大力实
施以修脚足疗、家政月嫂、电子商务、特色烹饪、职
业茶农为重点的订单定向五大技能免费培训，探索
出了一条“政府主导+龙头带动+基地培训+群众参
与”的技能脱贫新路子，成为该县创业经济、农村经
济、县域经济的一大亮点。

全省就业扶贫研讨班到紫阳观摩

本报讯（马峰 罗俊 薛源）9月 25日，在商南县法
院召开的“三秦飓风”百日执行大决战执行款兑现大会
上，当场向 62案 339名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款 1500余
万元，现场拘留“老赖”17人。

为全面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按照陕西省
高院和商洛中院的统一安排部署，商南县法院开展了
为期 100天的“三秦飓风”百日执行大决战专项行动，
不断加大执行力度，用好用足司法拘留、罚款、限制消
费等强制性措施，同时公布一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失信被执行人手机推送失信彩铃，让失信者寸步
难行、处处受限。会上，商南法院决定对邱某等 17
名不如实申报财产、抗拒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被执
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并带至看守所羁押。县朝
阳集团公司、信源小额贷款公司等 5家企业代表申请
执行人向县法院赠送了锦旗，感谢法院执行工作为他
们挽回了损失。执行局工作人员现场分批次向 62 案
339名申请执行人发放了1500余万元执行款。

商南法院发放执行款15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 ）国庆前夕，西安市莲湖区
青年路街道法律服务所被第十五届科学家论坛授予

“十三五”中国产学研示范基地”荣誉称号，该所姜国
强主任荣获“2018科技创新先进个人”殊荣。

姜国强表示，这些殊荣的获得 ,肯定了法律服
务所长期以来坚持科学管理创新经营的发展理念 ,
同时也激励该法律服务所继续创新管理、创新发展
新动能 ,用新思维、新模式加速融合发展。

西安市青年路街道法律服务所成立于 2001
年，直属于西安市司法局，是经西安市司法局批准
设立的城市街道法律服务组织，内设诉讼部、非诉
部、公益志愿者法律服务部、党团部及青少年维权岗
等部门。

西安青年路街道法律服务所获殊荣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每年 9月最后一个星期日，
是国际聋人节。9月 22日上午，由陕西省残疾人联合
会主办的主题为“促进全面提升，共创美好生活”的
庆祝活动，在习仲勋纪念馆广场举办。此次活动，用
聋人以特有的手语，演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省
聋协主席贾双登代表省残联，向全省 83 万聋人朋友
及亲友致节日的问候与祝愿。

聋人朋友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庄严肃穆
的习仲勋纪念馆，聆听了工作人员对习仲勋精彩人生
的介绍。大家为他乐观、豁达、宽阔的革命乐观主义
胸怀所感动。

聋人吴瑾用手语告诉记者，她以前很想来这里参
观，但由于听力不方便，一直没有来，她说：“感谢省残
联为聋人朋友提供这个学习机会，回去以后，她一定
要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高
尚品质，告诉身边的朋友，告诉下一代。”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中秋中秋工博会见证中国制造的转型之路

目前，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承建的石（柱）黔（江）高速
公路石会大桥建设进入冲刺阶段。石会大桥全长764.6米，
主墩高88.5米，地处重庆黔江石会镇境内，是石黔高速黑
溪至石会段重难点工程，对打通国家“扶贫大通道”石黔高
速具有重要意义。图为石会大桥建设现场。 许岗 摄

9月19日到23日，第20届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在上海召开，这次
工博会不仅是“秀肌肉”，更是“秀大脑”。
这持续了20年的工博会，用一位上海市领
导的话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工博会的分量“很重要”

从1999年起，上海每年都有一场代表
最高级别和规模的国际工业技术展如约而
至，如今已经 20年了。经国务院批准，上
海国际工业博览会自 2006年起更名为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要论中国乃至亚太地
区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装备制造类大型
国际品牌展，非工博会莫属。

工博会见证了上海制造乃至中国制造
的转型之路。

梳理一下历届工博会主题，发现20年
转型发展的不懈追求：“十五”期间的“信息
化与工业化”，“十一五”期间的“科技创新
与装备制造业”，“十二五”期间的“创新转
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期间的

“创新、智能、绿色”——求“新”求“智”，不
言而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郑建华深有感触：“工博会是中

国工业领域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见证了
中国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上海
电气亲历了20年参展历程。早期的几届，
我们展品以机电装备和自动化产品的单品
和实样为主。2006年，工博会升级为国家
级，正逢上海电气加速与外方合资合作和
技术引进，实现了装备能力和水平的快速
跨越，同期展品亮点也更多聚焦在外方控
股的合资企业产品上。随后几年，上海电
气集中展示了转型升级多元化布局的创新
成果。近五年来，我们的布展思路更关注
绿色、环保、节能、数字化和智能互联。”

很多企业就是这样，与工博会共同成长。

工博会的国际范儿“很重要”

工博会的大格局出手不凡，国际化定
位迅速拉开与国内同类博览会的差距。全
球500强企业英特尔、西门子、ABB等漂洋
过海占位，成为众多外企向本土化战略迈
出的重要一步。

本届工博会，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
捷克等 27个国家和地区的 2631家展商参
展，按展示面积计算，境外企业占30%。西
门子、三菱电机等名企扩大了展示规模；连
续四年参展的宝马、沃尔沃等展示了代表
国际插电式混动汽车最新水准的智能能量
管理系统；占全球约 50%市场份额的工业
机器人领域“四大家族”——ABB、发那科、
安川电机、库卡连续3年同台竞技；山崎马
扎克、通快、AMADA等世界知名企业带来

新一代高端智能数控机床，英特尔公司带
来最新的工业物联网技术、机器视觉、建模
与仿真技术等。

今年更出现首例从境外直接申报评
奖。丹麦企业OnRobot通过工博会评奖申
报平台，用英语邮件进行申报和沟通。经
过专家两轮评审，其参评展品“RG2-FT”列
入推荐获奖名单，并最终获奖。

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俞彦介绍，本届境外参评优秀展品
52项，达参评总数的14%，其中12项获奖。

振奋人心的是，摘取含金量最高的特
别荣誉奖项的是东道主“上海制造”——由
上海航天和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联合申报
的高分五号卫星。

工博会对东道主“很重要”

9 月 19 日，第二十届工博会开幕式。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强调，制造业是实体经
济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上海制造业有着雄厚的基
础，创造过辉煌历史，今后要创新发展思
路，坚定不移发展先进制造业，重振“上海
制造”雄风。

“智能”是今年工博会主题关键词，成
为参展企业的共同诉求。

作为核心专业展之一的新能源与智能
网联汽车展，其热门程度，堪比往届机器人
展区。

自今年 3月，上海在全国率先发布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和首批 5.6
公里开放测试道路以来，上汽集团、蔚来汽
车先后获测试牌照。

上汽集团前瞻技术研究部总经理张程
很自信：上汽集团在技术层面已达到“有条
件智能驾驶”，只要国家开放政策，上汽第
一时间就能把带有智能驾驶系统的产品推
向市场。

“张江军团”也很惹眼，12家企业集体
亮相。作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核心区，张江高科技企业云集，展品
涉及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新环保
等领域，以智能设备和服务产品为载体，观
众在互动中体验高科技的高智能，全面展
示上海“智造”魅力。

工博会开幕当天，正逢2018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闭幕。一批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项
目纷纷签约落“沪”。包括阿里巴巴、百度
等8个AI创新中心（实验室），腾讯、华为等
8个AI创新平台，微软、亚马逊等3个AI研
究院，1个百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分别与
市经济信息化委、10个区、3个科研院所以
及MIT全球产业联盟签署合作协议。

上海“智”造，正在崛起。
20 年，工博会规模从首届 1.5 万平方

米拓展到 28万平方米，展位数从 514个扩
大到1.3万个，参展企业从最初412家发展
到今年超过2600家——和中国制造同步，
工博会脱胎换骨，让国际工业界刮目。

（唐小丽 励漪）

“宁岗，配 新 防 护 垫
了！”9 月 17 日晚上，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安康供电段蒲家供电工区
接触网工芦俊龙，一走到浴室就高兴地告诉同
事贾宁岗。

芦俊龙走进浴室间，眼前顿时一亮：4 平方米
的地面四周铺上了一层红色的防滑垫。

工区浴室原来铺的是灰色的防滑垫，因年久
磨损，破旧不堪，甚至有些绊脚，一个月前，大家
干脆将其清理掉了。“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害怕麻
烦车间，所以暂时就没有换新的防滑垫。”工会小
组长吴健一脸歉意地说。

“这是典型的安全意识的安全疲劳，是严重的安
全隐患。”万源供电车间书记刘琨发现后坐不住了，

马上购置了防滑垫铺上。
这是一款透水性好的网状
泡沫防滑垫，铺在地面上，
不但密贴而且方便保洁。

恰巧，蒲家供电工区工长杨波也来洗澡。“工
长，这个防滑垫铺得太好了。”贾宁岗高兴地说，

“两个字‘暖心’！”
杨波笑着说：“防滑垫事小，但是领导却能为我

们职工的人身安全考虑，太感谢车间领导了。”
杨波的一席话说

得贾宁岗连连点头。
“工长你放心，我们
以后会更加努力工
作，感谢组织对我们
的关怀。 （段增旗）

职场写真

暖心的防滑垫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 20日从陕西省新
闻办举办的优化营商环境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以来，韩城市通过深入推进“1+10”行动，新增各
类市场主体 4557户，同比增长 18.11%，增速居全省
第2名；民间投资增速为72%，列全省第1名。

韩城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新庄介绍，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重
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对陕西优化营商环境“十大
行动”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陕西省优化提
升营商环境工作三年行动计划方案》，韩城市牢固
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的理
念，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逐项落实“十大行动”
承诺，从“简、快、优、合、严”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
了该市的营商环境。

该市通过优化工作流程，简化办事流程，形成
了科学合理、便捷高效的服务模式。全面开放企
业名称库查询，实现全省统一的网上登记平台

“一站式”申报、查询，并打印核准通知书，达到了

即时办结、当场核准的要求。开通企业登记网上
办理系统，实现登记业务网上办理，办理时间由原
来的 3 个工作日压缩至 1 个工作日，申办材料由
25 件减少至 9 件，办理环节由 7 个减少至 4 个，全
程电子化微信申报可当场办结并颁发营业执照。

同时，简化企业注销程序。对符合条件的企
业实行简易注销，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
行简易公告，截至 8 月底为 113 家企业减少公告
费用 36300 元，无需提供清算报告和股东会决
议，简化了书面材料。

他们还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流程。施工许可证
办理申请材料由 15项减少至 8项；通过监管环节能
完成的申报要件，不再作为审批事项的前置要件。

与此同时还简化办税程序。前移税务管理
事项，部分新办企业纳税人 10 项涉税事项可当
天办结，在全省率先实现最高开票限额（十万元
以下）审批大厅受理，累计简化办税流程 120 余
个，节约纳税人业务办理时间 60%。

韩城市民间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省聋协庆祝61届国际聋人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