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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中国梦·劳动美——
礼赞祖国·唱响宝鸡”职工歌唱比赛
预赛在宝鸡市工人文化宫开赛。经

过激烈角逐，金台区总工会合唱队、
西凤酒厂集团工会合唱队等10支代
表队进入决赛。 杨斐 摄

礼赞祖国 唱响宝鸡

陕西省国防工会将于金秋10
月在陕西、浙江、深圳三地开展

“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走进民企，
助力发展活动”。这是记者从 8
月 8日召开的陕西军工劳模服务
团骨干座谈会上获悉的。

此次座谈会是省国防工会推
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会议特
邀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部分骨
干、民营企业家代表等欢聚一堂，
群策群力，研究探讨如何进一步
发挥劳模、工匠作用，深化拓展服
务领域，更好助推军民融合发展。

“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是省
国防工会工作的创新品牌，自
2016年 10月成立以来，成员不断
增加、工作逐步规范、影响力不断
提高，已成为“助力企业发展、职

工素质提升”的宝贵资源。
今年5月至7月，省国防工会

从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中挑选优
秀班组长和有关专家组成讲师
团，分赴咸阳、宝鸡、汉中、西安
进行班组长培训。从班组基础管
理和团队管理、劳动保护和安全
管理、人才培养和工匠精神传
承、精益生产管理等方面给班组
长传经送宝。参加培训的班组长
超过 1000 人，现场气氛热烈，
成效显著。

参加座谈会的劳模、工匠一
致认为，“送教下基层”是一项深
受职工欢迎的活动，也是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职
工办实事、做好事的具体体现，要
长期坚持。来自航天六院的全国
劳模杨峰认为，“要继续挖掘服务

团内部成员师资力量，扩大成员
数量，吸收更多的劳动模范、高技
能人才加入送教下基层活动中。”

班组建设在企业管理中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省国防工会在班
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实
践，涌现出“薛莹班”“杨峰班”“徐
立平班”“王飞桥班”等示范班组，
以及薛莹、杨峰、王飞桥、徐立平、
张新停、刘浩等在行业乃至全国
都有影响力的优秀班组长。

今年国防邮电工会第二届班
组建设论坛交由省国防工会主
办。大家认为，要把提升班组长
管理水平、打造更多一流品牌班
组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加以推进。
要继续组织劳动模范、大国工匠、
三秦工匠开展跨企业的班组共
建、名师带徒等活动。

今年，省国防工会增加了一
名新成员——陕西科创民营企业
工会联合会。座谈会上，该联合
会主席芮潇潇提出的“关于开展
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助力民营企

业技术转型升级活动”的实施方
案引起与会者共鸣。

中创智博商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经理刘念表示：“希望依靠陕
西强大的军工资源，助力陕西乃
至全国的军民融合发展。通过技
术交流、技术培训等方式，助推民
营企业技术升级。”

劳模服务团团长、全国劳模
薛莹表示：“帮助民营企业发展，
是助力军民融合的一个非常好的
切入点，对劳模服务团来说也是
难得的展示、交流机会。”副团长、
全国劳模王飞桥，省劳模张新停
等也纷纷发言，表示要让劳模服
务团成员走出去，到生产一线、到
军民融合的现场去……

在听取大家热烈讨论后，省
总工会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
吴志毅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依据
《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手册》，省
国防工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
今年 10月开展“陕西军工劳模服
务团走进民企，助力发展活动”。

目前，省国防工会正委托陕
西科创民营企业工会联合会策划
活动方案，计划在陕西、浙江、深
圳开展“军工百人劳模助力民营
企业技术转型升级活动”。成立
由陕西军工劳模、工匠组成的讲
师团，深入三地民营企业开展技
术指导：一是开展劳模和先进人
物事迹宣讲活动，让陕西军工劳
模和先进人物事迹走进民企、推
向全国；二是探索推动军用技术
应用于民企，提升民企的产业转
型升级能力；三是为民营企业提
供技术攻关、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技术指导和交流协作等服务。

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活动
是稳工业增长、加快军民融合发
展的创新之举，为我省军工劳模、
工匠提供了展示才能、交流技艺
的大平台，真正把“陕西军工劳模
服务团跨省份、跨行业、跨企业辐
射更多领域、展现更大作为”的

“初心”落到了实处。
本报记者 阎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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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日，省委宣传部、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共同举办“奋力追
赶超越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咸阳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岳
亮以“七十载富强人文健康奋进
之路——‘大秦故都·德善咸阳’
时代之变”为题，用“五变”介绍了
该市70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

一穷二白向繁荣富强的裂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咸阳生产
总值只有 1.07亿元，工业仅有纺
纱、轧花、榨油、酒精几家小作坊，
当时用的还是满清时期从外国买
来的机器。2018年，该市生产总
值2376.45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之

初的 2200 多倍，人均 GDP 达到
54368元、增长了 820多倍，公共
财政收入89.09亿元、增长了3900
多倍。

现代工业发展蒸蒸日上。形
成了以电子、医药、食品、纺
织、建材、能化、装备制造等 7
大优势产业为支撑，高端能化、
电子显示、汽车制造 3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为主导，CEC8.6代液
晶面板及基板玻璃生产线、冠捷
电视、新能源汽车、法士特智能
制造、孙思邈药业等重点项目为
龙头的现代产业体系。2018年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739
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近 3000
亿元。

封闭保守向开放通达的锐变

“朋友圈”越交越广。先后同
10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交流
与经贸往来关系，与日本成田、美
国罗切斯特、法国勒芒、韩国义城
郡等 16 个城市缔结为友好城
市。朋友圈遍及世界四大洲，在
全国地级市排名位列前茅，是“中
国甲级对外开放城市”。

“辐射面”越来越大。“咸阳马
栏红”苹果、茯茶、中医药等走出
国门，冠捷电视机乘“长安号”班
列远销中亚和欧美，欢恩宝乳业
成为国内首家海外建厂的羊奶粉
企业。2018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
额73.25亿元、增长69.4%。

旧镇乡集向现代城市的蝶变

上世纪中叶，咸阳城区只有
3.03平方公里、人口1.85万，25条
街道总长 10.4公里，渭河上没有
桥梁，群众过河只能摆渡。经过

70年发展，全市城镇常住人口已
达224万，主城区面积扩大到90.6
平方公里，人口达92.4万，城镇化
率提高到51.3%。

境内公路超1.6万公里，高速
公路达 530公里，13个县市区实
现县县通高速；3条铁路境内设
站点 34个，地铁一号线二期工程
今年通车；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连
续2年旅客吞吐量增速全国第一，
1小时可通达国内40多个城市。

绝对贫困向全面小康的巨变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43.39
万人已经脱贫，永寿、长武、旬邑、
淳化 4个国定贫困县成功摘帽，
贫困发生率从 2015年的 9.67%下
降到2018年底的1.55%。

民生福祉持续上扬。全市拥
有医院154个、卫生院178个；截至
2018年全市拥有中小学939所、幼
儿园 803所，专任教师 5万余人；
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26%，居民消

费从温饱型向多样化飞跃。2018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74.19亿
元，是1949年的近1300倍。

文物大市向文化强市的质变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大秦帝
国》《那年花开月正圆》闪亮万家
荧屏，《黄土高天》《岁岁年年柿柿
红》登陆央视黄金频道，电影《信·
守》在巴黎文化节上映。

文化自信更加彰显。音乐类
节目《礼仪东方》入选“五个一”工
程，戏剧《大汉苏武》、眉户剧《樱
桃红了》等被列为省“八艺节”展
演剧目。

文明风尚蔚然成风。坚持每
天都是创文日，创出了“一元关
爱”“雷锋车队”等项目品牌。梁
增基、呼秀珍等咸阳好人的“蒲公
英”效应不断释放，才女陈更勇夺
中国诗词大会冠军，咸阳精神和
城市品牌深植人心。

本报记者 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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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军工劳模服务团骨干座谈会侧记

8月 6日，记者随采访团来到延安八一敬老
院，聆听老红军的红色故事。

1916年 1月出生的刘天佑是四川巴中刘家
大院人，1933年10月参加红四方面军，12月到妇
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1935年 8月随部队长
征。1936年9月到达甘肃会宁，从事医护工作。

在刘天佑的外孙雷勇眼中，外婆是个坚强的
人：“外婆的名字是参加红军后才起的。她个子
高、大脚板，为人和善又热情。”

“经常有人问外婆，长征时饿了，是不是只能
吃皮带呀？”雷勇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外婆总会
这样回答，哪有那么多的皮带可以吃，大家都是
靠吃雪和草撑下来的。”

“任何时候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是外婆常
挂在嘴边的话。1997年镇上开设有线电视，需要
缴纳 500元。当时国家的政策是，老红军可以免
缴。但外婆坚决不同意，专门找到乡党委书记，
把钱给补上。”雷勇回忆说。

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老红
军康文华，出生于1921年10月。1935年1月参加
刘志丹的游击队，后给彭德怀当警卫员。

新中国成立后，康文华一直在原北京军区工
作。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农村建设，他带着老
伴及4个孩子回到了老家延安。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虽然日子过得艰辛，
但父亲从来没找过组织。”康文华的小儿子介绍
说，“父亲常给我们讲平型关战役的故事。有一
次，战斗打了一天一夜，没了弹药，就与敌人肉
搏，很多战友都牺牲了。”

据了解，延安八一敬老院是目前全国唯一一
所以“八一”命名的敬老院，承担着延安市13个县
（区）老红军、老八路等重点优抚对象的集中供养
工作。目前，在院休养人员中有老红军6名、老八
路14名，其中年龄最大的101岁。

本报实习记者 赵院刚

延安八一敬老院：
听老红军的红色故事

““大秦故都大秦故都··德善咸阳德善咸阳””的时代之变的时代之变

本报讯（郑炜）近日，笔者从
省总工会获悉：截至目前，全省各
级工会直接和引进企业发展扶贫
产业累计投资 20多亿元，省总工
会本级累计投入 2700万元，其中
投入深度贫困地区1509万元。全
省各级工会帮扶 268个贫困村发
展各类产业项目500多个，帮扶贫
困户5000多户，实现1.5万人稳定
脱贫。

近日，省总机关和省级产业
工会向11个深度贫困县选派的第
三批青年干部即将奔赴深度贫困
地区，接受实践锻炼。目前，1500

多名工会干部已投身脱贫攻坚第
一线。

截至目前，全省 482个深度
贫困村全部建立了工会，为困
难群众开展技能培训 756 场次，
培训 5.5万人次；通过苏陕工会
协作建立的“劳务协作输入基
地”和“劳务协作服务工作站”成
功介绍就业 9007 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和城镇困难职工
3999人。

省总工会组织发动1000多名
劳模和所在单位发挥资源优势参
与扶贫，累计投入9.4亿元完成扶

贫项目488个、帮建基础及公共服
务设施543个；为贫困农民工举办
就业招聘会120场，跨地区劳务输
出农民工1.9万人；资助困难农民
工子女 1736人，发放金秋助学款
547万元。

目前，陕西脱贫攻坚已进入
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2019年省
总工会以聚焦29个贫困县脱贫摘
帽为主攻方向，以特色产业发展
专项补助方式，为 29个贫困县总
工会拨付专项资金435万元，重点
用于“做大、做强、做优”已有扶贫
产业项目。

全省1500多名工会干部投身扶贫一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咸阳市立足爬坡过坎、矢志追赶超越，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是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中国十大智慧城市。8月13

日，咸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岳亮用“五变”介绍了该市70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

8月10日无人机拍摄的延安市安塞区城区。
延安市安塞区自1999 年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将

退耕还林工程与特色林业产业发展相结合。目前，全
区共完成退耕还林建设任务142.38万亩，森林覆盖率
由1998年的18%提高到34.68%；全区共栽植山地苹果
40多万亩，既发挥了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也让老百
姓有了长效、稳定的产业。 陶明 摄

记者采访99岁的老红军康文华

本报讯（李丽）8月 9日，笔
者从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
悉：1月至 7月，全省发生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 391起、死亡 296人，
较大事故 11起、死亡 37人，同比
分别下降 38.4%、29.7%和 31.3%、
37.3%，实现“四个下降”。西安、
咸阳、渭南、商洛、韩城、杨凌未发
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7 月，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58
起、死亡 42 人，同比分别下降
50.4%、40.8%。化工、烟花爆竹、
农业机械、渔业船舶、水上运输
业、航空运输业未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房

屋建筑及市政工程、道路运输业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省安委会成立了 16 个安全
生产专委会，改革、优化事故灾害
统计工作。省安委办组织省级有
关部门，成立 6个综合督查组，对
各市（区）上半年重点工作进展情
况进行督查检查，国务院考核巡
查反馈意见涉及市县政府的10个
问题已完成整改9个，企业的55个
隐患已完成治理53个。持续开展
教育培训，省应急管理厅分两期培
训市县应急管理局局长138人，省
市场监管局对 195名市级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近
日，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
悉，由该院 11所和中国石化销售
华南分公司联合研制的全球首台
智能化伸缩式无摩擦球阀，在中
国石化销售华南分公司中山输油
站成功投用，属全球首创制造。

该球阀满足防火防爆要求，
可在工业企业广泛使用。一旦发

生突发状况，它能实现上、下游
同时关断，并形成独立的零泄漏
密封。

据了解，此前我国油、气储运
长输管道所用的球阀大多依赖进
口，不仅成本高而且售后服务缺
位。对此，11所和中国石化销售
华南分公司历时 4年联合攻关，
成功研制出该球阀。

全球首台智能化伸缩式无摩擦球阀投用

我省生产安全事故实现“四个下降”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
动的通知》，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
宣传活动。

通知明确，学习宣传活动由广泛发动、遴选推荐、
展示评审、发布仪式、集中宣传、学习实践等环节组
成，突出政治过硬、实绩突出、群众认可标准，坚持面
向基层、自下而上逐级开展。要动员广大基层民警和
干部群众积极参与，通过组织推荐、媒体推荐、群众推
荐等多种方式，深入挖掘宣传身边优秀基层民警忠诚
履职、敬业奉献的感人事迹，举办一系列富有仪式感、
庄严感的活动，充分展示新时代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良好精
神风貌。

按照通知部署，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将综合各地
推荐、网络点赞和现场展示等情况，遴选确定 20位

“最美基层民警”，于今年10月下旬向社会宣传发布。

中宣部、公安部部署开展
“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