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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总组织劳模赴帮扶村开“良方”拔“穷根”
4 月 24 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
际，榆林市总工会在佳县上高寨乡徐家西畔
村召开全市工会助力脱贫攻坚现场会。当
天，30 余名中、省、市劳动模范身披绶带，来到
佳县上高寨乡徐家西畔村，对全村脱贫攻坚
工作进行了现场观摩，为广大农民带去资金
和技术，以及丰富的精神食粮，还有脱贫的决
心和信心。
优势在山坡 致富靠苹果
当天上午清晨 7 时，30 余名中、省、市劳模
代表，以及各县市区工会主席，驱车赶往市总
工会帮扶贫困村——佳县上高寨乡徐家西畔
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到达了目
的地。
春风微拂面，满山披新绿。劳模们下车
后，首先来到徐家西畔村经济合作社山地苹
果基地。2019 年以前，这些山地还是一片荒
地，如今，一颗颗苹果树苗整齐栽种在山地
上，绿叶嫩枝，生机勃勃。
“过去，这些苹果地都是个户管理，基本
都荒废了，今年春天，市总工会和村上谋划把
这些荒废的土地集中流转，实行集中管理，发
展致富产业，打造山地苹果基地。”驻村干部
符生贝介绍说，市总工会请来了技术专家，对
山地苹果的种植、拉枝等都进行了指导。据
介绍，山地苹果占地 200 亩，前期投资 10 余万

元，计划今年挂果 1 万公斤，收益 8 万元。平
时来打理果园的部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有务
工收入，46 户贫困户及全体村民也会有入股
分红，
实现户均增收 700 元。
“咱们今天来的劳模们，谁是这方面的专
家，来看看咱这果树苗长势怎么样啊，有什么
建议就提出来。”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贺振强
询问劳模们。
省劳模、米脂县高硷桂玲苹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社长姬桂玲说：
“这几年咱们榆林的山
地苹果已经逐渐成了气候，并且在市场上争
得了一席之地，山地苹果已成为榆林市南部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农民脱贫致
富的主要渠道。希望在市总工会的帮扶下，
全村人能凝心聚力，坚持务实创新、因地制宜
的发展思路，优化品质结构，加强技术培训，
积极推广实用技术。同时，还要加大品牌创
建，
不断延伸产业链，
促进三产融合，
打造山地
苹果大品牌。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经验，
今后在果园栽植、修剪、肥水管理、病虫防控等
关键技术环节，
我愿意来村上帮忙指导。
”
棚中牛羊壮 专家勤把脉
55 岁的贫困户徐区怀是徐家西畔村人，
家中共有五口人，多年来他虽疾病缠身，却坚
持务农，
日子过得非常紧巴。
今年，市总工会和村上以“集体出资、分

户代养、利益共享”为发展理念，计划发展 9 户
按市场订单回购价，预
代养户代养 55 头秦川牛、西蒙塔尔牛。代养
计每头牛效益可达
牛收益按照合作社 30%、代养户 70%的方法进
3000 至 5000 元 ，除 饲
行分配，将合作社的收益进行规范管理，并分
料、人工、水电杂务费用外，预计每头牛净收
红给全体村民，
目前已实施完成代养牛 25 头。
入能有 2000 至 4000 元，项目实施完成后实现
午饭前，徐区怀又和儿子徐员员来到代
年增收 18 至 20 万元，充分带动村劳动力，实
养的牛棚，给 10 头秦川牛添加饲草，正遇上劳
现贫困户参与养殖、销售、入股分红。
模们参观。省劳模、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刘健鹏观察了牛的外形与饲草后，忙
劳模齐助力 脱贫有信心
对徐区怀说：
“ 老乡啊，我发现有的牛得了寄
生虫，这可得注意了，这两天我就给你送些
2014 年以来，市总工会紧紧围绕
“两不愁
药，赶紧用上。还有，你这饲草锄得有些太短
三保障”目标，结合徐家西畔村实际，累计投
了，你一定要掺一些稍微长点的饲草，要不然
入资金 500 多万元，实施了通村道路、村组联
牛进食后会容易反刍。
”
户道路、安全饮水、老年活动中心维修等 10 余
“这些都是咱们榆林的劳模，老徐啊，你
个项目，全面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形成了
有啥要请教的，可以好好问问。”上高寨乡党 “集体出资、个户代养、收益共享”的互助合作
委书记徐喜存说。
养殖模式，推动全村产业加快发展。市总工
“原来是能人来我们村了啊，我知道现在
会驻徐家西畔村“第一书记”刘煜介绍：
“徐家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开展扶贫工作，也知道这
西畔村贫困人口已由 2014 年底的 60 户 113 人
是个好政策。我是个下苦人，现在就想把牛
下 降 到 目 前 的 20 户 29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养好，把地种好，我们家的日子就能过好了。
10.9％下降到 2.84％。
”
希望你们这些能人，以后多给我们出些好主
在市总工会的努力帮扶下，徐家西畔村
意。”说话间，老徐的妻子抱着孩子也来了，老
的路通了，村里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建起来
徐摸了摸孩子的脸，
眼里满怀希望之情。
了，西蒙塔尔牛越养越壮了，山地苹果基地渐
徐喜存介绍，村上今年计划整合项目用
成规模了。这一次，
市总工会再次组织各级劳
地 3900 平方米，建成 600 平方米集中牛舍 1
动模范不辞辛劳来到村里，
就是为了给广大农
间，草料间 3 间，饲养肉牛、母牛 60 至 80 头，每
民朋友送资金、
送技术。
头牛按照市场价购买预计 8000 至 10000 元，
现场观摩结束后，市总工会正式成立了

脱贫攻坚

陕西建工集团召开庆
“五一”
暨表彰大会
本报讯（王启泽）4 月 29 日，
陕西建工集团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表彰大会在西安召开。
大会授予一建集团第七公司
等 12 家单位陕建“五一劳动奖”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授予南凯等

15 名同志陕建“五一劳动奖”先
进个人称号。来自物流公司、一
建集团、陕建文工团、四建集团
的文艺骨干们为现场 150 余名观
众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
通过职工群众自编自演的舞蹈、

诗朗诵、歌曲等节目，展示了陕
建人拼搏进取、甘于奉献、开拓
创新的时代风采，讴歌了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工人
阶级的伟大品格，受到了现场观
众的一致好评。

4 月 30 日，铜川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首届
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召开，共有 33 名先进个人和 15 个
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受到表彰。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未央区：

表彰25名劳模和3个先进集体
本报讯（罗维）4 月 30 日上午，西安市未央区召开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模表彰大会，西安市总工
会副主席魏大宝珠、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伟华、区政
协主席任太龙、区委副书记陈选良等出席。
会上给马永岗等 25 名劳动模范和西安高强绝缘
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等 3 个先进集体颁奖，受表彰的劳
模代表西安益众环境清洁有限公司保洁员张军堂、徐
家湾街道徐家湾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寅然，以及先进集
体代表未央区税务局作了表态发言。

↑4 月 26 日，中建三局西北公司在西安市鄠
邑区渼陂湖畔举办了迎“五一”职工工友趣味运动
会，来自西安、宝鸡、郑州等地的 140 余名建设者上
演了一场欢乐的趣味竞赛。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近日，华山论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为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组织开展了“快乐工作，用‘心’创作”创意
DIY 烘焙活动，激发出职工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
黄思涵 摄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由延长油田公司靖
边采油厂党委主办、工会和团委承办的“弘扬爱国
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文艺演出活动于近日
走 进 油 区 井 站 ，为 辛 勤 劳 作 的 干 部 职 工 送 去 文 化
盛宴。
双建文 摄

←4 月 29 日，商洛市丹凤县总
工会等联合举办了职工庆“五一”健
步走体育文化健身活动，共有 1500
余名职工参加。
刘春荣 雷建武 摄

碑林区召开劳模表彰大会
80 后劳模占比达 40%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4
月 30 日，西安市碑林区召开第四届劳
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授予 20
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劳动者“碑林区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10 家单位先进集
体称号。
据了解，此次评选推荐人员代表
性强，有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社区工
作者、城管执法人员、教师和交警

等；有科学技术人员、环卫职工和
农民工创业者等；还有在急难险重
岗位上工作的公安干警、驻村干部
和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其中，年龄
最大的 56 岁，80 后劳动模范获得者
占比达 40%。评选推荐的 10 个先进
集体中，有 8 个非公企业，涉及大数
据分析、创新创业、动漫文创和信
息网络等新兴领域。

全市“金点子”劳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队，这
是全市工会六大扶贫行动之一的“劳模扶贫
行动”。在志愿服务队成立仪式上，陕西华电
榆横煤电公司、榆林市税务局、榆林市杨伙盘
煤矿、神华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榆林市第
二医院，以及刘彪、贺金龙、王成、姜立英、姚
迎、惠德生、焦秀英、王振延等劳模代表纷纷
为贫困村捐助了扶贫发展资金，共计 50 余万
元。同时，劳模代表贺金龙向全市各级劳模
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聚焦精准扶贫，助力脱贫攻坚，为榆林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劳动模范是各行业的骨干精英、技术专
家，我相信有各位的鼎力相助，我们一定能共
谋产业发展的‘金点子’、找准主动脱贫的‘新
调子’，走出佳县脱贫的‘好路子’，为全县脱
贫攻坚注入新活力。
”佳县县长杨政表示。
作为坚守在基层的一名劳动模范，劳模
王成生活在基层，也最了解基层贫困人口的
处境，他郑重地说：
“老百姓把我们作为榜样，
我们就更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体现劳模的带
头作用。今后，我们‘金点子’服务队要从产
地管理、技术开发、加工包装、市场整体出发
来考虑村上的产业形成，更好地服务贫困人
口，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
（王艳）

由陕西工人报社和华阴市总工会
联合举办的“华阴杯”全省职工摄影大
赛活动，自 3 月 15 日发出征稿启事，截
止到 4 月 18 日征稿结束，活动期间得
到了全省各级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
广大摄影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
参 赛 作 品 1476 幅 ，参 赛 作 者 200 多
人。按照征稿启事要求和大赛评审方
案，在筛选不合格参赛作品后，经过大
赛专家评审小组初评、复评和终评三
个环节，结合网络投票，评选出获奖作
品 38 幅 ，其 中 一 等 奖 2 幅 ，二 等 奖 6
幅，三等奖 10 幅，优秀奖 20 幅。现公
告如下：
一等奖（2 幅）：
《矿魂》
（作者：范红江）
《高空美容师》
（作者：
郭建强）
二等奖（6 幅）：
《火树银花》
（作者：王海）
《劳动畅想曲》
（作者：
崔海静）
《美丽的身影》
（作者：
陆文龙）
《迷彩兄弟》
（作者：刘建村）
《质量在我心中》
（作者：于国宝）
《给力》
（作者：陈崇军）
三等奖（10 幅）：
《空中舞蹈家》
（作者：
史飞龙）
《建设者》
（作者：李波）
《拨动琴弦的人》
（作者：张小年）
《工地婚礼》
（作者：鲜康）
《欢聚一堂》
（作者：高永生）
《夕阳赞歌》
（作者：王栋）
《再加一把油》
（作者：
胡铁民）
《最美劳动者》
（作者：
刘顺良）
《异曲同工》
（作者：王建和）
《风雪夜归人》
（作者：
陈飞）
优秀奖（20 幅）：
《
“面子”
工程》
（作者：
李世平）
《
“蒸腾”
》
（作者：杨晓军）
《高空作业》
（作者：王静）
《检修工人》
（作者：徐鹏）
《晚照》
（作者：韩荣智）
《背负》
（作者：刘辉）
《风雪邮递》
（作者：王忠义）
《归影》
（作者：张童周）
《东站晨曦》
（作者：葛晋华）
《化
“险”
》
（作者：周红会）
《老皮影艺人》
（作者：
夏伟）
《路边小憩》
（作者：王鹏涛）
《腾飞》
（作者：王跃刚）
《温馨的夜晚》
（作者：
李江）
《缕缕银丝》
（作者：姚孝贤）
《深夜守护》
（作者：申立）
《春联送到工地上》
（作者：陈玺龙）
《华山挑夫》
（作者：王渭）
《我来当领队》
（作者：
金碧辉）
《夜幕下的全运中心》
（作者：
王祎龙）

﹃华阴杯﹄全省职工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公告

欢欢喜喜庆
“五一”

奋力争先

我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较去年同期下降0.3%
本报讯（记者 刘强）4 月 30 日，记者在陕西省生
态环境厅举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0.3%。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2019 年秋冬季（即 2018 年
10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31 日），全省 13 个市（区）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平均为 6.23，较去年同期下降 0.3%；全省优
良天数平均 116.5 天，同比增加 0.3 天；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平均 15.5 天，同比增加 5.0 天；PM10 平均浓度 118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PM2.5 平均浓度为 69 微克/立
方米，
同比上升 3.0%。

安康“五一”举办“全市同读一小时”活动

4 月 30 日，西安市商务局、市财贸工会、西安商业联合会等部门举行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表彰大会，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等 32 个单位分别荣获先进单位和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开元商业有限公司销售运营经理胡蝶等 64 位个人分别获得模范店长、模范班
组长、
模范工作者称号。
本报记者 胡建宏 摄

本报讯（王庭德）安康市图书馆学会日前决定在
“五一”
小长假期间举办第十一期
“全市同读一小时”
活动。
本次活动确定了五个主题：一是读经典学新知，链
接美好生活；二是融合诗与远方，享受“书式”生活；三
是劳动最光荣，
“ 悦读”最快乐；四是开展家庭阅读，滋
养文明家风；五是建设阅读团队，培植企业文化。
在 5 月 1 日至 4 日，将由各图书馆、阅读团队及各参
办单位在指定场所开展广泛阅读活动，各位书友也将
自主开展亲子阅读、亲友阅读和家庭阅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