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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村
——来自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二研究所的扶贫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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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全网预约系统上线试运行
本报讯（王文）为提高观众参

观体验与舒适度，让观众的参观
更加便捷有序，陕西历史博物馆
全网预约系统自 1 月 30 日正式
上线试运行。

预约系统将根据陕西历史博
物馆的展区容量，提供上下午各
2-3 个时间段供观众预约参观。
原则上首先保证线上预约的观众
进馆，其次依据馆内人流情况，限
量放行现场预约的观众。

观众即日起可登录陕西历史

博物馆官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陕西历史博物馆票务系统”，凭
本人二代身份证，按照提示进行操
作，进行次日以后的门票预约。每
张二代身份证每日限定预约 1 张
参观门票（可携带 1名 6岁以下儿
童参观），同一账户每日限定预约
5张门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每
位 65-79 岁老年人，必须添加
18-64岁的陪同人一起预约参观。

预约完成后，订票信息可在官
网或微信公众号中进行查询。

临近春节，贫困户的生活怎么样、
企业的帮扶对象是否实现了脱贫目
标？1月 22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
二一二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马君带队前往他们的定点帮扶村——
延安市安塞区招安镇龙石头村看望慰
问贫困户，了解包村扶贫工作情况。
经实地了解，截至 2018年底，他们所
帮扶的25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并产
生 1名“脱贫之星”，贫困户人均收入
达到了 12420 元，全村实现了整体脱
贫，在我省国有企业助力脱贫攻坚中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龙石头村之所以能够按时整体

脱贫，关键是在扶贫模式上的创新。
但这种模式创新又是在汲取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产生的”。谈起近几年的扶
贫启示，马君深有感悟地说。

从2012年起，按照省扶贫办的统
一安排，该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
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包村扶
贫工作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他们改变以往简单地给钱给物
的办法，把发展产业作为帮助村民脱

贫致富的主要工作来抓，2012-2015
年四年间，该所先后在龙石头村开展
了一系列产业扶贫，陆续建成了纯净
水厂和养鸡场等，帮助村民大力发展
纯净水、特色养殖产业。

但经过三年的实践，帮扶成效并
非十分明显，还出现了帮扶资金被某
村干部侵占、挪用的严重问题。深刻
的教训不仅仅体现在资金问题上。马
君告诉记者：“我们是专业性很强的军
工科研所，在如何解决农村扶贫项目
的实施等方面没有话语权、掌控权。”
所以，他们只能把帮扶资金钱给村上，
村上搞什么项目、如何搞、资金怎么使
用……这些都没有办法掌控，开展的
产业扶贫项目也没有和贫困户的个人
利益直接挂钩，贫困户参与的积极性
并不高，帮扶的效果可想而知。

帮扶没有明显效果，还帮出了贪
污犯？扶贫路上所出现的各类棘手
问题摆在了帮扶者面前，接下来的路
怎么走？该所扶贫领导小组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对出现的问题逐一进行
研究讨论并形成共识：帮助村民发展
产业的方向是对的，但方式方法上存
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必须要在扶贫

模式上进行创新。
“新模式”迎来帮扶工作的“春天”

“我们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
望能找到一种符合研究所定点扶贫
的新模式。”马君说，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小组成员多次查阅借鉴全国
先进的扶贫经验，再经过多次讨论研
究，该所于 2016年推出了“农村能人
带头扶贫模式”。

这种模式是由村里的“能人”村支
书带领贫困户成立安塞飞琳现代农业
合作社，投资300万元建设樱桃种植新
项目。而二一二研究所将帮扶资金（还
有当地的配套扶贫资金）作为龙石头村
贫困户的入股资金，投入到合作社。

经过实践，能人带头+合作社+贫
困户的扶贫模式彻底解决了之前的
扶贫困境，撑起了扶贫工作的“新天
地”：一是扶贫产业项目经充分论证
后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二是由村
里的能人牵头实施扶贫项目，贫困户
作为股东参与其中，能充分调动各方
的积极性；三是项目的收益，确保了
贫困户每年都有分红，贫
困户还可在合作社从事劳
务工作，增加其收入。

该所在 2016 年推行的这种扶贫
新模式彻底转变了村干部、贫困户“等
靠要”的思想，增强了大家的主人翁意
识，迎来了扶贫工作的“春天”，贫困户
当年就获得了收益。2017年，中央提
出了农村能人带头脱贫的扶贫工作模
式，该所积极探索的新扶贫模式无疑
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因其明
显的扶贫效果，当年，龙石头村被评为

“延安市脱贫攻坚标杆村”。
2018年，该所又积极响应中央号

召，在龙石头村推行了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的运行模式，得到了当地贫
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认可。2016
年以来，该所共投资30万（县扶贫局8
万）共计38万元作为贫困户的入股资
金，截至去年底，通过合作社折股分红
已给每户贫困户发放了2800元。

通过创新扶贫模式，帮助村民发
展特色产业，2018年龙石头村实现了
整体脱贫，该所也荣获“陕西省脱贫攻
坚竞赛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阎瑞先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您是在网上购票的，需要拿着身份
证去自助取票机排队领取，跟我来……”
西安火车站的一名“大堂经理”在售票
大厅引领一位老年人到取票机前辅助其
操作取票机获取车票。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购票
已经达到 90%以上，旅客使用自助售取
票机的人数远大于在窗口购票的人数，
以往忙碌的线下售票员也在根据实际需
求面临着服务转型……”西安车站宣传
科主任张玉静解释道。

2019 年春运伊始，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车站及时调整服务人
员和服务方式，将部分售票人员调整为
手机 APP、客户端、公众号等网络服务平
台的服务人员，推出 24 小时“无干扰”伴
随式线上服务。乘客关注微信公众号

“西安车站微助手”，可随时享受线上便
捷多元的服务。

“铁路统一客服 12306 是回答旅客政
策性的疑问，而旅客到达车站会遇到常见
的具体问题，例如厕所在哪里、怎么进站
候车、如何办理客运业务等，目前线上客
服就可以根据旅客实际定位提供精准快
速解答。”张玉静说。

“以前我们坐在窗口售票，每天要面
对很多旅客，有时说话说得嗓子都肿了，
偶尔有顾客不理解，还说我们的服务态度
不好……现在好啦，我们在线上服务大
家，不仅消除了顾客的误解，而且还使工
作变得多样化，增加了工作的乐趣。”一名
90后线上客服人员说。

“‘面对面’到‘网上见’，是互联网背
景下的服务转型，使得服务更精准，节约
乘客的时间成本；随时问随时答，增强与
乘客的互动性；通过大数据了解乘客多方
需求，可以更好地完善车站的软件和硬件
服务……”张玉静介绍说。

传统的客运服务，1 名线下客运服务
人员同时服务最多不超过 3 个旅客的询
问，而在线上用键盘则可同时回应 10个人
的问题。旅客不管身在何处，不管身边有

无客运服务人员，只要通过手机客户端，
就能获取铁路服务，使得服务更高效、覆
盖面更广。

“以前在进站后咨询问题还要拖着重
重的行李去找工作人员，有时他们忙，旅
客还要等，现在在手机上就可以咨询问
题，给我们旅客带来很大的方便……”，大
学生小柳说。

据了解，目前，使用线上客服咨询的多
数为年轻人及学生群体。随着学生流增多，
咨询量增加，西安火车站也准备通过不断扩
充线上客服人员数量以及探索开发固定问
题自动回复等方式，以满足线上咨询需求。

“我们车站建站较早，候车厅分为一
二层，在火车票上无法直接注明候车厅具
体位置。因此，为了满足旅客查询需求，
在公众号开通了‘候车厅查询’，通过扫描
车票二维码或者输入所乘车次，就可以根
据车站平面示意图及光标指示快速找到
候车地点”，西安火车站副站长郭勇说。

西安火车站为方便春运旅客，“西安
车站微助手”官方微信平台推出 VR 智能
化导航，旅客在乘车前可通过智能手机登

录，提前对进站、候车进行虚拟体验，让旅
客更直观地掌握车站内每个关键点的具体
位置，足不出户掌握进站流线和候车路径，
压缩进站时间，让每一位旅客享受网上人
工客服以及智能化服务，使出行更加便利。

1 月 24 日，西安火车站通过“西安车
站微助手”官方微信平台推出的“声音的
盒子”服务已上线，每天推送一条语音消
息，持续到春运结束，丰富了旅客的出行
体验。

“声音的盒子”是通过大数据算法，将
旅客的百余类问题梳理成册、建成数据
库，再将每个问题的答案制作成两分钟左
右的小音频，然后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
提前为旅客提供与其旅途息息相关的语
音交通资讯，方便旅客查询。旅客可以
根据自身需求，想听哪条就点哪条，一副
耳机就可以掌握春运路上的最全攻略。

“声音的盒子”不仅能为旅客提供出
行攻略，还会将旅途小故事、小段子编辑
成方言播放，增加旅途趣味，既温暖又温
馨，让乘客的旅途不再枯燥。 66

实习记者 牟影影 赵院刚

服务人员从“面对面”延伸至“网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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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智能化导航让出行更方便

“声音的盒子”让旅途更方便有趣

——西安火车站服务旅客新变化

给春运插上科技的翅膀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企业可获社保补贴
本报讯（郑伊琛）1月 26日，笔

者从西安市人社局获悉，一年内
新招用西安市就业困难人员的
企业，可在缴纳社保费用方面享
受政府补贴。

据悉，西安市将按企业为就
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
业保险费之和的 1/2 给予补贴，
不包含个人应缴纳部分。就业
困难人员包括有劳动年龄段的
城镇失业人员，有未实现就业的

大学生，有退役军人，也有单亲
家长，更有军烈属等，企业招用
他们只需承担一半社保费，另一
半则由政府进行补贴，补贴最长
可达 3 年。企业持相关资料向工
商注册地所在区县人社部门即
可申请补贴资格认定，开发区所
属企业直接向西安市人社局就
业中心申请。需要注意的是，申
请企业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其
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得高于当
年社会平均缴费基数。

陕西文艺团体将“陕派”年味带至海外七国
本报讯（蔡馨逸）乐舞《月宫瑶

池》演绎了唐玄宗与杨贵妃流传千
古的爱情故事，女子独舞《飞天》的
舞蹈演员在古筝琴韵中宛若仙子
翩翩起舞……陕西艺术家在美国
芝加哥的表演赢得了在场观众的
热烈掌声。

日前，2019 年全球“欢乐春
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包括赴美
演出团队在内，陕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共组织了 5支表演团队，前往亚
洲、欧洲、非洲和北美洲的 7个国
家开展艺术交流，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与旅游推广让海外观众在陕
西文化中感受中国春节气氛。

1月 24日至 2月 7日，陕西省
杂技艺术团将给乌干达、马拉维和

毛里求斯的观众带来精彩的杂技
表演，这是近十年来陕西的艺术团
体首次在非洲演出。2月下旬，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城行鼓”
将赴安徒生童话的故乡丹麦展示
陕西非遗的魅力。2月底，源于唐
代宫廷音乐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西安鼓乐”将前往日本，与深
受唐文化影响的日本鼓乐同台献
艺。

“欢乐春节”系列活动是文化
和旅游部通过节庆在海外展示中
华文化的重要品牌活动。今年将
在133个国家和地区的396座城市
开展 1500余场活动，涵盖演出、展
览、庙会、广场巡游、非遗互动、讲
座论坛、冰雪龙舟等30多种类型。

西安楼盘无需摇号已成为市场常态
本报讯（张毅）1 月 22 日至 1

月28日下午6时，西安市房管局发
放了9张预售证，共涉及8个项目，
分别是万达·西安one、大华翰林华
府、雅荷中央广场、保利天悦、融
创·揽月府、林溪美墅、华远·枫悦、
辰宇世纪城。

住房意向登记方面，截至昨

天，上周已经登记结束的 5盘中，
除融创·揽月府四期还需审核是否
会摇号外，其余 4盘均无需摇号，
可直接开盘选房。

其实，自去年 11月以来，因登
记人数少于可售房源数而不需摇
号的楼盘逐渐增多。目前，无需摇
号已成为市场常态。

1月27日，
在大荔县沙苑
牡丹园的温室
大棚看到，采
取科学加温和
冬季催花技术
栽植的上千盆
牡 丹 含 苞 待
放，并陆续销
往西安市场，
为节日增添喜
庆色彩。

李世居 摄

1月27日，
西 安 市 民 在
都 城 隍 庙 挑
选 春 节 饰
品 。 随 着 春
节临近，西安
市 都 城 隍 庙
市 场 内 经 营
春 节 饰 品 的
商 家 生 意 格
外红火，以丝
绸 为 原 材 料
制作的鞭炮、
中国结、红辣
椒 等 百 余 种
节 日 饰品受
到市民青睐。
杜成轩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姚风雷）春节临近，韩城车务段
克服春运旅客出行叠加等因素，畅开“绿色通道”积
极运输韩城“大红袍”花椒等节日物资，帮助当地种
植户脱贫增收。

为了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该段充分发挥
铁路行业优势，进一步加大运输扶贫、定点扶贫力
度，畅开“绿色通道”运输“大红袍”花椒，他们本着

“特事”特办、优先快办的原则，做到配车、装车、挂
运?“三优先”。他们积极与集团公司调度部联系，
确保“大红袍”花椒装车计划兑现率 100%，货运人
员热情服务货主，装卸人员轻搬轻放，确保“大红
袍”花椒运输安全。截至 1月 28日，这个段运输“大
红袍”花椒 35批。

为韩城“大红袍”畅开“绿色通道”
韩城车务段

1月24日，大唐宝鸡热电厂在职工活动中心组织
举办了“迎新春”趣味活动赛。此次活动设托球跑、踩
气球、环环相扣等竞赛项目，旨在加强职工的团队合
作意识，缓解工作生活压力，营造快乐节日气氛。

郭启阳 摄

连日来，为了保障春运和两会期间公路的安全和
畅通，白水公路段集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
动。图为职工们在准备防滑料、融雪剂。 兰 芳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建刚）近日，陕西建设工会委
员会下发表彰通知文件，表彰 2018 年度“五一巾帼
标兵岗”先进集体。陕建一建集团第七公司预算科
榜上有名，荣获省建设工会“五一巾帼标兵岗”先进
集体殊荣。

荣获全省建设系统“五一巾帼标兵岗”
陕建一建集团第七公司

春节将至，“吃”成为各地
人们过年的重头戏之一。随
着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和品
质化，人们青睐的美食呈现新
热点和新变化。

根据美团点评最新上线
的“年味地图”大数据显示，代

表家乡味道的传统年菜依然是人们餐桌上的首
选。同时有一些美食正在突破地域边界，在不同
城市的餐桌上流动。

过年就要吃那一口家乡味，乡土的味道是头
脑里割舍不掉的乡情和记忆。随着春节临近，人
们对食物的偏好凸显了地域特色，传统菜肴回归
成为春节期间餐饮的典型特征。

大数据显示，华北地区最受欢迎的年菜是饺
子；拥有百年历史的盆菜在华南地区年菜榜里
稳居首位；到了华东地区，大家的最爱美食变成
了甜滋滋的八宝饭；鱼糕和腊肉则分别是华中
和西部地区的最爱。此外，上海的四喜烤麸、北
京的芥末墩、天津的素饺子、广州的白切鸡也位
居地方过年特色菜榜单前列。

除了传统口味的坚守，很多人开始尝试一
些新口味来丰富自己的味蕾。美团点评的数据

显示，一些极具特色的美食正在不同地区落地
生根。起源于川渝地区的毛血旺，登上各地餐
桌。广东火锅打边炉“乱入”进了无锡最火菜的
前十名。

肉，成为北方年桌上当之无愧的主题。北方
人吃菜讲究一个“硬”字，过年了，更要用各色肉食
来与外面肃杀的北风唠唠开年的嗑，化身为肘子、
丸子，或者是和酸菜共赴一场炖煮之约。在过年
特色菜排行榜中，北方年菜TOP5分别为饺子、四
喜丸子、腊牛肉、带把肘子、酸菜汆白肉。

南方人的年没有那么凛冽，来去之间更多了
一些从容，因此在巧字上便更多花了些心思，烤
麸、八宝饭、年糕，摆上年桌，呈现的是一副小家
碧玉的模样，为南方的年做了婉约的注脚。南方
年菜 TOP5则依次是四喜烤麸、八宝饭、腊肉、白
切鸡、年糕。

“每逢佳节胖三斤”是很多人甜蜜的负担，健
康餐正成为新的假日餐饮热门品类。美团点评
大数据显示，全国“健康餐”搜索量增长 119.2%、

“素食轻食”增长 51.1%、“沙拉”增长 4.2%。以深
圳为例，与健康相关的餐饮词搜索量在 2018 年
增长351%，西安和杭州紧随其后。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从“年味地图”大数据看春节“吃”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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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高进 谢飞）为切实加强石油管护工
作，维护正常生产秩序，确保油区治安稳定大局，1
月 25 至 28 日，延长油田杏子川采油厂纪委与该厂
各采油队、联合站和保卫科签订《石油管护工作承
诺书》。

该厂纪委要求各单位明确职责，夯实责任，信
守承诺并严格践行，积极抵制各类违纪违法行为，
确保生产平稳运行。

通过签订承诺书，使大家更加明确了自己的
职责和义务。承诺人表示将信守承诺并严格践
行，若有违反承诺内容，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接
受单位的任何处分。该厂纪委将加强监督检查工
作，严格督查各单位对承诺书的执行贯彻情况。

加强石油管护确保油区安全
杏子川采油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