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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汉江从安康市穿城而过清澈的汉江从安康市穿城而过

近年来，安康市以建设
西北生态经济强市为目标，
将绿色循环发展作为主攻
方向，关停高耗能、高污染
企业 300 余家，大力发展生
态友好型产业，其中富硒食
品、生态旅游、山林经济、纺

织丝绸、生物医药等支柱产
业均取得快速增长。此外，
安康市还积极承接东部地
区产业转移，引进毛绒玩
具、缫丝行业等劳动密集型
企业，促进当地贫困群众就
业脱贫。 邵瑞 摄

绿色经济迈阔步
生态发展后劲足

安康市

“基层农民太需要技术了！”

“这苹果好看、好吃又高产，
还好管理！”白水县果农曹谢虎站
在自家苹果园里，喜得合不拢
嘴。作为第一个试种“瑞阳”“瑞
雪”的果农，他真正尝到了科技的
甜头。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陕西省
政府便将苹果确定为六大主导产
业之一，推动苹果产业迅猛发展，

陕西一跃成为苹果大省。
1988 年 7月，赵政阳硕士毕

业后，分配到原陕西省果树研究
所工作，给“秦冠”苹果的培育者
付润民研究员当助手，开始了苹
果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
究工作。

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陕西
苹果产业过快发展导致“卖果
难”。为尽快扭转这一局面，陕西
省有关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在全省
开展“百乡千村万里行苹果科技
下乡”活动，由赵政阳负责总体技
术指导。

“基层农民太需要技术了！”
赵政阳铆足了劲。他带领 100多
名技术人员，在全省 12个县开展
为期 3年的苹果优果科技示范工

程。团队围绕绿色无公害苹果生
产、旱地矮化苹果高效栽培等重
要产业技术问题，解决了不少苹
果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种的方法一变，‘赔钱货’变
成了‘致富果’！”

2005 年 3月，国内唯一的苹
果专业试验站——白水县苹果试
验站启动建设，赵政阳担任首席
专家。

2006年，赵政阳主持了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与白水县政府联
合建设的白水苹果产业化科技
入户与示范工程。2006 至 2007
年，这一工程使白水县的苹果总
产值和果农人均纯收入创下历
史新高。

“果园还是那片果园，种的方
法一变，‘赔钱货’变成了‘致富
果’！”白水县果农魏富宝回忆，
2007年，他在赵政阳指导下，果
园收了近两万斤苹果，商品率达
到 90%以上，一亩地收入超过万
元。此前，他还因果园经营不善
年年赔钱。“教授守在果园里，
告诉你要干啥、该咋干，一下就
把我们领上了致富路！”魏富宝
激动地说。

赵政阳的汗水没有白流，
2005年白水县苹果产值 5亿元，
到 2018年已经达到 36亿元！昔
日的普通果农曹谢虎，如今当上
了高级农民技师，还担任了白水
县仙果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年收入超过 100万元，白水县也

成为全国优势农产品重点基地
县，享有“苹果之乡”的美誉。

“育种再难我也要做！”

“一定要让老百姓吃上好苹
果！”这是赵政阳的梦想。

“我的想法不是引种，而是育
种。当时很多人认为育成一个品
种太难，项目难争取，经费也少，
但我觉得必须得做。”为了这个
梦想，赵政阳着眼现代国际前沿
的苹果育种理念，将一套全新的
思路用于育种实践。他带领研究
团队采用杂交育种方法，按照

“少组合、大群体”和“阶梯式
选择”的思路，选配大量杂交组
合，这为后来成功培育“瑞阳”

“瑞雪”打下了基础。
经过近 20 年的艰苦探索，

“瑞阳”“瑞雪”两个新品种终于培
育成功，实现了苹果杂交育种的新
突破。目前，“瑞阳”“瑞雪”已被
10余个省区引进试栽，在全国苹
果主产区推广面积已达5万余亩。

30余年间，渭北高原的沟沟
坎坎、关中果乡的村村落落，印
满了一个果树专家从青年到壮年
的勤奋足迹。

（张琳 王学锋 蒋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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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走基层、进企业，是深
化主题教育调研的决心。

一次次倾听职工呼声，是找
问题、寻差距、看不足的行动。

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走向深入，西安市总工
会党组成员转变工作作风，分为5
个调研小组，带着调研课题，出机
关、进企业、到基层，与职工群众
面对面，问需求、听建议。

领导以上率下 深入基层一线

“调研不是走马观花，对于基
层单位和职工群众的问题不是说
说而已，必须立行立改、真抓真
干。”这是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薛振

虎对调研的要求。
调研中，每小组都有一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清单》，明确标
注了问题的表现、检视问题责任
落实的主体、整改措施、整改情
况、整改时限。清单上可以清楚
看到有的问题正在整改，有的问
题已经整改完成。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薛振虎率先垂范，带头深入
企业、走进车间，采取个别谈话、
召开座谈会、设立意见箱、发放征
求意见表等多种方式，与职工零
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对职工
提出的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培训
学习渠道少、职工书屋空间不足

等意见建议，一一作出回应。在
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职工代
表提出现在设备不断更新，希望
市总工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对
此，市总工会党组高度重视，立即
开会研究提升产业工人技能素质
问题，出台方案，增加高技能培训
内容和班次，帮助产业工人克服
本领恐慌。

在清华德人西安幸福制药有
限公司、西安益众环境清洁有限
公司，薛振虎和职工座谈，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烦心事、
揪心事。租房费用高、职工书屋
空间小、保洁员户外劳动保障不
足……每一个问题，调研小组成
员都认真记录，能现场解决的现
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给出解
决期限。

围绕中心工作 聚焦热点难点

围绕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
向。这次调研的显著特点是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集中去一
个地方“狂轰滥炸”，不要求企业
主要领导陪同，不影响基层正常
工作，不听取企业全面汇报，围绕
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建
设、职工权益保障等重点课题，聚
焦职工群众最盼、最急、最忧问题
开展调研。这是此次主题教育调
研确定的总基调。

7月份以来，西安市总工会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带
领调研组先后到高新、经开、航
天、国际港务区等，与奥体中
心、顺路物流公司、西安煤矿机
械有限公司、陕西鼓风机 （集
团）有限公司、西安嘉业航空科
技有限公司职工面对面交流。就
业薪酬、加班休息、子女教育、
技能提升、文化生活……这些职
工的烦恼，更是对“娘家人”的
期待。王军把调研中职工的事放
在心上，回来后立刻研究方案，
具体问题落实到人。

工作基础薄弱、组织机构不
健全、缺乏编制、没有专职工会干
部……在开发区调研时，王军和
调研组成员把看到、听到的问题
记在本上放在心上，研究对策、沟
通协调，推进开发区工会工作。

在西安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冯增权带领调研小组与职工谈
心交流，职工对思想教育、住房、
子女入学入托等需求，敞开话题
讲了出来。基层工会干部业务知
识与新时代工会发展不相适应，
亟待提高等问题显现出来。

有问题就解决，不回避不推
诿。在调研小组的问题清单上，
清晰看到每一个问题对应了详细
解决措施。建议市总工会出台贯
彻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意见的实施方案、加大工会干部
培训工作力度、房贷农民工户籍
门槛等一系列整改措施正在研究
实施。 （下转第三版）

陕西财政四举措支持稳就业 相关工作获国务院表彰
详见第2版

导 读

周恩来逝世前，为何专门叮嘱修改这个人的《辞海》条目

■国办印发“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任务分工方案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姜万荣任住建部副部长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反馈：四风问题仍是难点
■全国154个城市开展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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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赵政阳扎根西北黄土高原30余年

对陕西的千万果农来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赵政阳教授可是个响

当当的人物，果农们信赖他、尊敬他。前不久，一则好消息传来，由赵政

阳团队育成的两个优质晚熟苹果新品种“瑞阳”“瑞雪”通过国家审定，这

是陕西省首次通过国家审定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苹果品种，也是继上

世纪70年代成功培育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秦冠”苹果以来，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在果树育种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8月3日上午，天幕低垂，记者冒雨探访清涧
县烈士陵园，感怀那段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

清涧古称宽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东临黄
河陕晋峡谷，与山西隔河相望。1927年 10月，打
响西北地区武装革命第一枪的清涧起义，就发生
在这里。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陕北，时任国民党第
二集团军暂18师师长井岳秀，将同情革命的石谦
诱至榆林旅店暗杀，并企图解除李象九、谢子长
等共产党员领导的革命武装。石谦被暗杀后，中
共陕西省委派唐澍、白明善到该旅，与李象九、谢
子长一起，决定以“为石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
武装起义。同时，成立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
白明善组成的陕北军事委员会。

1927年10月12日凌晨，唐澍、李象九率起义
部队开出清涧城，按原定计划挥师南下。10月13
日，在延川城内部队配合下，起义部队占领了延
川县城。11月，唐澍、阎揆要、谢子长、白明善、史
唯然5人组成军委，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
带开展游击战。后经短期准备，成立了西北工农
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此后，部队在韩城举行二
次起义，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一路
屡遭袭击，损失惨重，最后到达陕甘交界的豹子
川时，仅剩20余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先后
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其余人员分散隐蔽。

清涧起义历时3个多月，虽然失败，但打响了
西北地区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在
西北地区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清涧起义：打响西北
地区武装革命第一枪

↑为了更好给农民传授技
术，赵政阳经常“上树”讲课。

身心下基层身心下基层 问需于职工问需于职工
——西安市总工会领导走出机关进企业开展主题教育调研记事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记
者从科技部获悉，为加快推动民
营企业特别是各类中小企业走创
新驱动发展道路，强化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与精准支
持，科技部制定了《关于新时期支
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创新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并于近日印发。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培育发展
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打不
垮的竞争力。近年来，我国民营
企业特别是科技型民营企业为提
升我国整体科技创新实力作出了
重要贡献，一批“小而美、小而精”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与

科技创新国家队之间发挥了优势
互补的作用。

此次印发的若干政策措施提
出，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
新 2030-重大项目等国家科技计
划组织实施中，支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广泛参与龙头骨干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等牵头的项目，组建

创新联合体“揭榜攻关”。对于任
务体量和条件要求适宜的，鼓励
科技型中小企业牵头申报。

我国现有科技创新政策大多
向大企业、重点项目倾斜。科技
部此次制定的若干政策措施明
确，以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
主体规模、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为主要着力点，完善科
技创新政策，加强创新服务供给，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引导科技型
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技
术创新体系，增强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企业竞争力，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国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揭榜攻关”

“读书勿忘救国 救国勿忘读书”在陕西省
绥德师范学校教学楼楼顶，这十二个大字显得格
外醒目。8月2日，记者随采访团来到这里，重温
教育救国理念。

创建于1923年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
先后更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
绥德师范学校、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等（以下简
称绥德师范），拥有深厚的红色历史底蕴。

69岁的绥德师范原副校长张杰介绍说，1924
年，李子洲出任绥德师范校长，进行大刀阔斧的
教育改革，聘请了王懋廷、田伯荫、杨明轩、常汉
三等进步教员任教，将马克思主义列为必修课，
开设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
课程。

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李子洲于 1924年 10
月发展教师田伯荫为中共党员，并于 1924年 11
月成立中共绥德小组，这是陕北的第一个基层党
组织，陕北革命的火种从这里开始点燃。

以中共绥德小组为基础，李子洲积极在陕
北各县和国民党军队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共
青团员和党员。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中共绥
德小组逐步发展为设有6个基层组织的中共绥德
特别支部、设有 12个基层组织的中共绥德地方
执行委员会。

1927年 10月、1928年 5月，李子洲先后参与
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
农革命军，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打
下了基础。2000年 6月，习仲勋夫人齐心探访母
校绥德师范时题词：西北革命策源地。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西北革命策源地

本组稿件由本报实习记者 赵院刚采写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8月
12日上午，省总工会领导班子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召开。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张仲茜主持会议，省委主题教育第
四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会议指
出，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对照党
章党规，自觉揭丑查短，逐项整改
落实，推进新时代工会工作创新发
展，切实为职工群众维权服务。

会上，省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
认真对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紧扣“18个是否”，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逐
项对照检查，查找差距不足，明确
整改方向，同时以对同志负责的态
度，相互咬耳扯袖、提醒警醒，为下
一步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打下了
良好基础。

会议强调，要反复深入学习党
章党规，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找差距、抓

整改，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宗旨
意识，履行党员义务。要加强理
论武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
学与做统一起来，将学习成果转
化为工作实绩。要找准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工作切入点，在
稳增长、促发展上做文章，深入
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下大气力
助推脱贫攻坚，严格按规定管好
用好工会经费，坚持守正创新、
精准发力，在陕西追赶超越中发
挥工会组织应有作用。

省总工会领导班子对照党章
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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