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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路修好了，让村民不
再担心塌方；喝的水也干净了，
不再是往日的‘有色水’；家家
通上了无线宽带，可以随时和经
常不见面的亲朋好友视频聊天拉
家常；经过几次花椒栽培培训，
大家的花椒树现在越务越好了；
更让人高兴的是，在山下的青凤
小区、李家堡、千渭上居，村民
已经有了新房，有的人都已经装
修好住里面了……这多亏了你
们。”这是原大岭山村支书秦社
明在感谢陈仓区总工会扶贫工作
队时说的一段话。

凤阁岭镇原大岭山村（现撤
并为张家川村） 2017年建档立
卡贫困户30户111人，贫困发生
率 83%，属西部山区深度贫困
村。近两年，宝鸡市陈仓区总工
会扶贫工作队把大岭山村的发展
和贫困户生活的改善时刻放在心
上，以实际行动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努力着，将工会的温暖送到了
西山深处。

集思广益，积极发挥工会组
织作用

初到大岭山村，映入眼帘的
是一户又一户七八十年代的农村
房子，零零散散，给人一种破败
感。陈仓区总工会扶贫工作队到
了大岭山村之后，挨家挨户走访，
与贫困户面对面进行交流，细致
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难。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给人千金，不如传人一
技”。陈仓区总工会积极发挥自
身职能作用，与区人社局、区劳动
就业局，开展“春风行动”进行扶
贫就业宣传，为贫困户中有劳动
力的提供就近且有保障的就业岗
位，使贫困户能展现自身技能，达
到扶贫扶志的目的。农民离不开
土地，种植经济作物需要良好的
栽培技术，陈仓区总工会联系宝

鸡市步云技工学校在大岭山村举
行为期 10天的花椒栽培技能培
训班，并为参加培训的52名贫困
户颁发了结业证书。接着，趁热
打铁，为了让贫困户达到学以致
用的效果，陈仓区总工会邀请区
林业局果木栽培高级工程师在大
岭山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花椒田
间现场指导，让贫困户在理论和
实践中都能够真正学到技术。去
年花椒获得了大丰收，家家卖到
了好价钱，进一步激发了贫困户
学习技术技能的热情。一个村
子，连个商店都没有，给村民生活
带来了诸多不便，陈仓区总工会
在“夏送清凉”活动之际，给大岭
山村工会购买了米、面、油、毛巾、
香皂、洗衣粉等 5000 元生活物
资，办起了村级工会“爱心超市”，
大大地方便了贫困户的基本物资
需求。

宣传为先，扶智扶志激发内
生动力

为了营造脱贫攻坚社会氛
围，进一步宣传扶贫政策、坚定脱
贫决心，陈仓区总工会组织在全
区广大干部职工中开展以“新时
代、新气象、新作为”为主题的百
姓宣讲活动。邀请劳动模范白恒
哲、青年楷模朱文超等组建成百
姓宣讲团，分别在凤阁岭镇、赤沙

镇、慕仪镇开展宣讲活动，进一步
激发了职工干部群众奋发有为的
干事热情。

“你有千般本事，也得说出
来让大家理解”。在驻村扶贫过
程中，陈仓区总工会驻村工作队
先是参加区、镇各类扶贫培训，
其次是自己学、集体讨论，把脱
贫攻坚的政策掰开揉碎，做到自
己能理解、会操作，再给贫困户
用最接地气的语言讲清、讲懂各
项扶贫政策，并配合扶贫知识专
栏，让大岭山村贫困户在扶智扶
志的氛围中更全面地理解扶贫政
策。今年8月，陈仓区总工会在
虢镇中学举行了“助力脱贫攻
坚，金秋助学”活动仪式，为全
区包括大岭山村贫困大学生在内
的50名困难大学生发放了7万余
元助学款，使更多的贫困户家庭
能够由外及内地激发自身内生奋
斗动力。

多措并举，全力改善民生设
施配套

大岭山村山大沟深，在道路
安全、住房安全、人畜饮水、安
全用电和通信方面都存在着不少
问题。陈仓区总工会积极应对，
多措并举，改善生产生活设施。

村里大面积种植的花椒基本都在
山间的斜坡上，唯一一条产业路
因年久失修，遇见下雨天就会出
现塌方，在这种情况下，陈仓区
总工会先后支持5万余元，修建
产业园主干道800米；当了解到
还有4户贫困户的住房还是用木
柱子支撑着的情况后，陈仓区总
工会迅速与凤阁岭镇及有关部门
取得联系，将这4户纳入政策性
危房改造，并给予 2000元的扶
持；村里饮水有问题时，他们协
助大岭山村人饮工程立项，投资
20万余元修建人饮工程，解决
人畜饮水问题；山里通信信号
差，致使贫困户和外界联系很不
方便，陈仓区总工会多次联系区
移动公司现场调研，实地勘察，
对大岭山村的移动通信设施进行
升级改造，现在家家户户用上了
无线网络，极大改善了通信不畅
的问题。今年夏季，因大暴雨致
使河水暴涨，冲坏了该村道路，
陈仓区总工会及时拿出1万元帮
助村上进行道路修复工程。一个
个的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制约
发展的瓶颈，让脱贫致富奔小康
走上了快车道，贫困户离美好的
新生活越来越近。 （李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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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侯春晖）近日，第二批中国安装工
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评选揭晓，由陕建七建集团承
建的中国移动高新基地生产指挥中心综合研发楼安装
工程榜上有名，标志着该工程的质量标准与技术应用均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据了解，“中国安装之星”是中国安装协会设立颁发
的国家级工程质量奖项。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是我国
安装行业的最高工程质量奖。

中国移动高新基地生产指挥中心综合研发楼安装
工程，应用建筑业新技术十大项27个子项，是集科技研
发、企业文化展示、指挥控制中心及服务配套等功能为
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建筑。

一工程荣膺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

陕建七建集团

——宝鸡市陈仓区总工会扶贫记事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针 对 今 冬
管内出现的第
一场大雪，安康
供电段党委积
极谋划，强化紧
急情况下的应
急处置能力，确
保供电安全稳
定。图为12月7
日，该段党委镇
安供电车间党总
支组织党员骨干
开展西康线隧道
冰害应急演练。

段增旗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国伟 卢洲沛) 日前，中铁电化
运管公司西延维管处绥德工务段慰问了冒着严寒继续
奋战在包西大动脉上的一线职工，为坚守在铁路线上的
职工送去了工会组织的关爱之情。此举标志着该段

“2018年冬送温暖”活动全面启动。
12月以来，陕北气温骤降，绥德工务段管内最低温

度直达-15℃。自12月7日起，该段领导深入基层工区，
为员工送去米、面、油、蛋、奶等慰问品，使职工亲身感受
到组织的温暖和关爱。该段领导叮嘱职工们重点做好
季节性安全、消防安全、行车安全等重点工作，确保今年
各项生产建设目标胜利完成。

2018年“冬送温暖”活动全面启动
西延维管处绥德工务段

陕西省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推荐名单
（47名）

郭建雄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笑（女）西安源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晓超 陕西华亿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方胜 大方集团（西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文（女）陕西山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闫 伟 今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昝武银 陕西秦川牛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梓新 陕西盛大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敏 陕西兴盛金属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保财 宝鸡石羽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林永淳 陕西宝深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肖栋 陕西海鋈皇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江锋 陕西金醇古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周兴长 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双武 陕西优利士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米 杰 益海嘉里（兴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关廷美 陕西颐生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何 俊 陕西胜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卫阳 陕西鸿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马振国 陕西沃盈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任永敏 陕西华山教育集团董事长
王刘峰 陕西天斗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超群（女）白水县白宝汇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锡林 华阴市锦前程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 阳 延安市博爱医院总支部书记、院长
曹文军 延安龙飞盛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白应胜 延安峁圪垯土特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海云 陕西泰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岗 延安圣恒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孟涛 榆林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侯志宏 陕西羊老大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慧明 陕西亿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怀祥 榆林市怀远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亚云 榆林通达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富宏 汉中市蓝鹰大富鑫石油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佳 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振斌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 炜 汉中市艺苑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饶长铭 陕西理舜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支部书记
刘志军 安康市睿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 昭 平利县益仁堂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治文 陕西金力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魏根全 陕西丹凤龙桥经贸集团董事长
朱玉琴（女）陕西秦韵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齐锋 陕西融发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松林 杨凌新声铜鼓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存德 韩城大唐盛龙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陕西省热爱企业优秀员工推荐名单
（47名）

水 莎（女）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秘书
雷志鹏 西安源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高级绿化工
张风海 陕西华亿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管理员
王小兰（女）大方集团（西安）控股有限公司工程师
卢俊英（女）陕西山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
张 静（女）今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执业药师
昝治周 陕西秦川牛业有限公司畜牧师
柴江华 陕西盛大传媒投资有限公司设计师
汪胜文 陕西兴盛金属有限公司拉丝工
何军强 宝鸡石羽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车间班长
汤利刚 陕西宝深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
杨盼盼（女）陕西海鋈皇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员
胡风妮（女）陕西金醇古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品酒师
张小宁（女）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车间班长
蒋伟涛 陕西优利士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
边小峰 益海嘉里（兴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员工
董喜军 陕西颐生堂药业有限公司药师
戴云飞 陕西胜达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师
乔 军 陕西鸿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
路小明 陕西沃盈化肥有限公司化学分析工
徐正志 陕西华山教育集团政工师

何 蕊（女）陕西天斗工贸股份有限公司政工师
王 玲（女）白水县白宝汇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秘书
邓宏恩 华阴市锦前程药业有限公司保全组组长
赵爱春 延安市博爱医院中级执业医师
李建伟 延安龙飞盛世投资有限公司员工
裴小莉（女）延安峁圪垯土特产品有限公司食品安全管理员
李 鹏 陕西泰合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郭光明 延安圣恒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员工
曹忠妮（女）榆林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员
刘鹏程 陕西羊老大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蔺建明 陕西亿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全员
尚瑞华 榆林市怀远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张 伟 榆林通达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
杨 琳（女）汉中市蓝鹰大富鑫石油有限公司助理政工师
鲜 昭 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械维修工
马晓强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提取工
袁爱华（女）汉中市艺苑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销售员
牛建东 陕西理舜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师
郑庄军 安康市睿智实业有限公司员工
王 艳（女）平利县益仁堂医药有限公司店长
吕福财 陕西金力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一级建造师
洪运来 陕西丹凤龙桥经贸集团人力资源管理师
孔新平 陕西秦韵实业有限公司一级教师
吴建周 陕西融发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袁永斌 杨凌新声铜鼓乐器有限公司会计师
李正新 韩城大唐盛龙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电工

陕西省双爱双评先进企业工会推荐名单
（46家）

西安西北航空中心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顶益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曲江妇产医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长安天然气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宝鸡天翔混凝土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宝鸡轩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紫光辰济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华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三原石油钻头厂工会委员会
鲁洲生物科技（陕西）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正泰智能电气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铜川药王山生态水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颐生堂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胜达置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地道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渭南裕美现代农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泰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韩城）工会委员会
陕西秦晋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大荔宝优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延安龙飞盛世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延安市博爱医院工会委员会
延安美水酒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延安大华工贸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安塞华利合益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广济堂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榆林市四海食品配送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榆林市老闫家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绥德县绥德汉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榆林市蒙赛尔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城固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盛发钢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汉中大秦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朱鹮酒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幸福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奥邦锻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汉阴县盛发魔芋制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兴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牛背梁索道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客都实业有限公司都客润商超洛南店工会委员会
商洛市神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天元鸿图置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第六届民营企业“关爱员工、实现双赢”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名单

12月10日上午，咸阳市聆水居小区的上百名业主
代表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将两面分别绣着“依法行政有
作为，净化社区得民心”和“执政为民好公仆，除恶安良
民欢乐”字样的大红锦旗，送给秦都区西兰路街道办事
处，感谢该办事处领导支持业主们依法维权，维护他们
正常的生活环境。 敏馨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近
日，记者从西安昭秦商务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获悉，一种利用运
动健身即可实现发电的创新项
目——全民健身动力发电系统在
陕西成功研发。该系统有助于激
发民众锻炼身体的积极性。

全民健身洁能发电馈礼系
统发明人、主设计师王宁介绍，该
系统将全民健身与洁能发电相结
合，在健身器材上安装发电机组，

民众通过手机APP扫码或人脸识
别，免费开启健身发电车（器材），
中央处理器及时记录每台发电车
数据，为健身者转成相应积分。
在刺激人们健身兴趣的同时发
展清洁新能源，通过即时长效的
经济利益回报和有趣的 LED 过
程显示方式，克服人们在枯燥运
动过程中最为冥顽的运动肌体
疲劳和运动心理疲劳问题，从而
形成“健身—收益—健身”的商

业生态循环模式。
全民健身洁能发电馈礼系统

不仅实现节能减排效益，也是投
资主体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该
系统所需的光伏板、户外健身器
材、小型发电机、轻钢部件、
LED 显示屏、蓄电池组和自动售
货机等配套产品以及该系统控制
软件的开发均为“陕西制造”，
这将会为我省带来十分可观的
GDP 增长。

全民健身洁能发电馈礼系统助力健身模式创新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

12月7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西安市儿童医院为应对今冬明
春儿童医疗服务工作，采取多项
措施，尽力为患者提供“少跑、不
跑、就近跑”的就医环境。

据悉，面对季节性儿科资
源紧张问题，西安市儿童医院
采取“组合拳”应对冬季就诊高
峰：暂停医护人员休假，高峰时
期采取提前上岗、中午不休、延
迟下班的应急措施；延长门诊
开诊时间，内科门诊延时至晚

24时；病房医护人员牺牲休息
时间支援门诊；加强急诊管理，
再造急诊流程，设立急诊内科、
外科、五官科，加强夜间急诊力
量，实行弹性排班制，急诊24小
时饱和运转；推动常态志愿服
务，行政后勤人员加入导诊志
愿服务。

西安市儿童医院还通过
“预存诊疗，诊间结算”的一卡通
就医模式，推行所有专科门诊全
预约诊疗服务，加快病床周转、
合理调配床位资源，缓解住院难
问题，提升患者满意度。

西安市儿童医院采取“组合拳”应对冬季就诊高峰

本报讯（王钊）2018西安
国际创业大赛日前落下帷幕，
来自西安赛区的车载固态激光
雷达项目拔得头筹，赢得百万
元创业大奖。这次大赛吸引了
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国内外创
投组织及国内外知名孵化器等
推荐的精尖技术团队报名，主
要涵盖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先
进制造业及新材料等领域。

这次大赛以“汇聚全球资
源，打造创业之都”为主题，旨
在以全球化视野，关注世界前
沿科技创新动态，加强西安与
国内外优秀城市的交流互动，
扩大西安的国际影响力，吸引
更多国内外优秀人才、技术、项
目和资本落地西安，加快“一带
一路”创新创业之都的建设。

从今年4月开始筹备，这次
大赛设北京、武汉、深圳、杭州、
成都、西安 6个国内赛区，共征
集项目 1069个。同时，大赛设
德国柏林、英国伦敦、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以色列特拉维夫、美
国硅谷5个国外赛区，共征集项
目391个。

除特等奖项目获得 100万
元奖励外，大赛一等奖项目共 2
个,各奖励 50万元；二等奖项目
共 3个，各奖励 20万元；优秀奖
项目 12个，各奖励 5万元。同
时，对落户西安的优秀参赛项
目，由西安市科技计划项目优
先支持，西安各区县、开发区为
其提供房租前两年免费、第三
年减半收取，最高500平方米的
创业空间优惠支持。

西安国际创业大赛百万元重奖优秀创业团队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光弢 张奕晨）11月29日，由中
国能建规划设计集团陕西院总承包的府谷Ⅱ330千伏
（上郡 330千伏变电站）输变电工程神郡线带电投运。
新建的府谷Ⅱ330千伏变电站将成为我省重要的电网
枢纽点。

该工程站址位于榆林市府谷县城以西的恒源工业
园区内，线路总长 9.806公里，该工程成功投运后，将为
府谷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电网发展发挥重要意义，恒源循
环经济示范区及多家公司的用电有了保障。根据陕西
电网规划，将榆林市府谷县从山西、内蒙接入的外部电
源断开后，府谷Ⅱ330千伏变电站将成为陕西省重要的
电网枢纽点。

总承包的府谷输变电工程成功投运

中国能建陕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