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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春运

↑春运期间，西安地铁派出多个服务队坚守在各条线路，
为乘客春运出行提供温馨服务。1月17日，在西安地铁四号线
北客站(北广场)站，“美心服务队”的负责人张美盺正在为准备
回家过年的外地乘客写着“乘车路线指引”便利贴，让乘客回家
的路更加方便快捷。 蔡珍珍 摄

↑近日，在西安北电气化铁路牵引变电所，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高铁基础设施段，组织职工对变压器等供电系统
设备进行停电检修及预防性试验，确保春运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图为职工对供电设备进行检修。 倪树斌 李朝阳 田庆 摄

↑春运期间，快速、安全、准时的铁路运输背后凝聚
了铁路职工的汗水，他们默默奉献，为擦亮列车的“眼
睛”——维护信号设备而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图为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电务段车载车间职工
在机头作业。 魏科伦 摄

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着光；天天向
上，乘风破浪……1月 17日，由编辑部员
工带来的舞蹈《天天向上》拉开了 2020年
陕西工人报社迎新春茶话会的帷幕。

“时光荏苒，我们走进了 2020 年。
新的时代、新的使命摆在了面前……我
们的初心就是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我
们的决心就是再创辉煌，勇敢地站在社
会的浪尖风口……春华秋实，春种夏
收。只要我们努力耕耘，《陕西工人报》
的明天，就一定是一个大丰收。”由陕
西工人报社社委会全体成员朗诵的诗
歌《未来在召唤》总结了《陕西工人报》
所经历的风霜雪雨，擘画了未来走媒
体融合发展的美好蓝图。

在茶话会上，由新媒体部员工合奏
的口琴《同一首歌》、合唱的歌曲《真心
英雄》、朗诵的诗歌《我愿意是一条激
流》将茶话会气氛推向了高潮，他们具
有的朝气给大家带来了奋斗的不懈动
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能使大
家团结一心、奋勇向前，以只争朝夕的
干劲，为报社未来发展共同努力，也为
报社美好明天奏响同一首歌。”新媒体
部员工王勇说道。

记者部成员合唱的歌曲《我的好兄
弟》、表演的情景剧《谁动了贾师傅的
奶酪》、朗诵的散文《舌尖上的大巴山》
使大家在欢笑的同时也更加理解了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内涵。

茶话会间隙，全体成
员通过共同参与游戏的
方式巩固了友谊、增进了
团结。游戏结束后，杨涛
独奏了悠扬的笛子曲《十
五的月亮》，兰增干表演
了自编相声《说新年》，
都 赢 得 观 众 的 阵 阵 掌
声。之后由办公室成员
表演的舞蹈《你笑起来真好看》、合唱的
歌曲《糊涂的爱》和年代歌曲串烧，编辑
部成员合唱的歌曲《一剪梅》使整场茶
话会氛围变得更加和谐融洽。

大家纷纷表示，这次茶话会的成功
举办鼓舞了斗志，我们唯有只争朝夕、

接续奋斗 ,方能不负韶华、不辱使命 ,才
能书写陕工报跨越式发展更加辉煌的
新篇章。

茶话会在群唱歌曲《团结就是力
量》中顺利落幕。

本报记者 赵院刚

努力耕耘 再创辉煌
——2020年陕西工人报社迎新春茶话会侧记

职工们在进行游戏环节。本报记者 鲜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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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824家
本报讯（张梅）1月 16日，省科技厅发布消息：

据科技部火炬中心数据，2019年度我省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 1824家。全省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
达 4371家，同比增长 39.3%，净增 1233家，创历史
最大增量。数据显示，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2015年的 1608家增加到 2019年的 4371家，呈现
出高速增长态势。

2019年，我省持续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
度，将其作为一项中心工作。省科技厅建立政策宣
传长效机制，多渠道宣传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政策；
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培训，举办培训会 15场，培
训企业 2000余家；发挥高新区承载作用和科技企
业孵化器、众创空间载体作用，健全完善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体系，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评价入库科
技型中小企业 5385家。与此同时，我省积极落实
奖补和税收优惠政策，全年为 2288家高新技术企
业发放奖补 1.126亿元；2018年 736家高新技术企
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免纳税基数13.06亿元。

非遗过大年，文化传万家。1月20日，由渭南市
博物馆主办的2020年春节元宵节系列活动之《那些
年——年画年俗文物展》开展，数十件精选工笔年
画和年俗文物让市民感受年画文化和传统年俗的
巨大魅力，增添浓浓的年味。 崔正博 摄

2020年陕西两会特别报道

■代表通道

作为一名农村的养殖业者，省人大代表、蒲
城金粟山养鸡合作社秘书长、蒲城商会秘书长王
文娟深切感受到了这两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变化。

目前，她引领带动 201户贫困户全部脱贫致
富。作为蛋鸡产业经营者，在产业持续发展及脱
贫成果巩固中，王文娟先是扎实打好产业基础，
凸显产业优势及特色，利用现代化管理转型升级
带动经济发展。其次，依靠科技增强竞争优势。

搭建产学研平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不断强化
科学养殖的推动力和支撑力。另外，要发挥好农
村合作组织优势，不断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
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品牌优势。

“采取高校挂靠及多边联合模式，让农产品从
生态产品再到生态商品，努力将农业产品转化为
经济产品。”王文娟说，我们有信心在今后的蛋鸡
产业发展路上走得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努力将农业产品转化为经济产品
省人大代表、蒲城金粟山养鸡合作社秘书长王文娟

作为国定贫困县，延长县
于 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并
严格坚守“四不摘”“五不减”
的原则，按照村村过硬、户户
过硬、处处过硬的要求，使各
项工作、各种资源、各方力量
向巩固提升聚焦。

省人大代表、延长县县长曹
林虎介绍，该县对教育、卫生、住
房、饮用水安全、基础设施等方
面全面排查推进，做到由有到
优，由初步解决到长效机制的构
建和有效服务。全面提升苹果
等产业的质效。建成智能选果
线7条、冷（气）库8.8万吨，小型
储藏库 60余处，推行苹果“期

货+保险”，稳定农户市场销售风
险，建立大中城市直销窗口 28
个、农村农特产品电商服务站
55个，大幅度提升产业的比较
效益，产值连续两年稳定提升达
15亿元以上，实现贫困群众在
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不仅如
此，还新建改建梨果面积 4.3万
亩，温室种植 2000多棚，特色种
植6万亩，食用菌栽植350户，畜
禽养殖3200户。

同时按照乡村振兴的统一
规划，改变脱贫人口的生产生
活观念，使脱贫巩固与乡村振
兴同频共振，与区域产业提升
共同提升。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使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省人大代表、延长县县长曹林虎

“作为羌绣非遗传承人，当选省人大代表是
荣誉、更是责任。”省人大代表、宁强县羌州绣娘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琴说，同时，发展壮大羌绣
文化产业，帮助更多的乡亲们增收致富、改变生
活，更是时代交给我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些年王小琴先后成立了羌州绣娘公司，
建立专业合作社，组建传习基地，探索出“企
业+学校+基地+合作社+贫困绣娘”产业助贫模
式，不断发展壮大羌绣文化产业。

目前，企业年产值已超千万元，组建传习基
地 10个，开办社区工厂 2个，研发羌绣产品 300
余种，已培训绣娘达 5000余人次、带动妇女灵
活就业达 1000余人，带动贫困户达 300余户，让
她们人均年增收 5000元以上。公司还带动 23
名残疾人，像聋哑绣娘郑娥如今已是公司的精
品绣娘，年收入达 2万余元。羌绣从“活起来”
到“火起来”，成为展示风采、助力脱贫的明星
产业、民生产业。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推动羌文化走向世界
省人大代表、宁强县羌州绣娘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琴

刘瑞红来自陕西安康市汉
滨区忠诚村，他时刻铭记“人大
代表为人民”的宗旨。

“汉滨区是秦巴山区，经济
结构单一，农业发展滞后，农
民增收困难。我作为村党支部
书记，也是一名‘三农’工作
者，我深知要实现农村群众脱
贫致富梦，就必须要将农村产
业发展起来，要授人以渔、要
从长远从根本上解决稳定增收
问题。”刘瑞红说。

2009年 10月，作为主要发
起人，刘瑞红成立了“汉滨区忠
诚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
流转土地，建设现代农业园区，
实行“合作社抓两头，产中搞服

务，农民为主体”的运行模式和
“五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随
后成立了陕西安康天瑞塬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并注册了“天瑞
塬”商标，获得陕西省无公害蔬
菜产品认证。建成容量 700吨
的保鲜储藏库和 1200平方米的
初加工车间，在安康中心城区开
设无公害蔬菜直销店38处。

在带动本村群众脱贫致富
基础上，刘瑞红近几年又陆续
建设了红云园区、洪山瑞塬园
区、茨沟佛爷岩园区、县河苏
坝园区，累计流转土地 2200
亩，与 535户贫困户 1843人签
订了产业帮扶带动协议。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要从根本上解决稳定增收问题
省人大代表、汉滨区忠诚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红

“我们商洛市地处秦岭南麓，是一个深度贫困
的地区，为了打好脱贫攻坚战，商洛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呈现出诸多亮点！”省人大代
表、陕西秦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玉琴说。

作为一名民办教育工作者，朱玉琴全面关注
商洛市教育工作的每一个变化。

据她介绍，去年以来，商洛市教育事业呈现
持续消除大班额、学前教育迅速发展、教育项目
建设成效显著、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校安

全管理标准化持续推进、教育脱贫攻坚有力有
效、素质教育深入推进、规范社会力量办学等九
大特点，其中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开展各类技能
培训420余期，培训2.54万人次。

“作为民办教育，我们始终贯彻党的教育方
阵，坚持‘五育’并举，努力将秦韵教育创办为学
生向往、家长满意、社会公认的成长乐园，做好
商洛教育事业的有力补充。”朱玉琴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做好商洛教育事业的有力补充
省人大代表、陕西秦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玉琴

我省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本报讯（记者 刘强）1月 19日，记者从陕西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去年 1-12月，全省河流水质总体
良好，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稳中有升。

在监测的 83条河流 180个国控、省控断面中，
Ⅰ～Ⅲ类水质断面 149个，占 82.8%；Ⅳ～Ⅴ类 24
个，占 13.3%；劣Ⅴ类 7个，占 3.9%。与上年同期相
比，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上升 3.9百分点，Ⅳ～Ⅴ
类下降1.7个百分点，劣Ⅴ类下降2.2个百分点。

据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分析，我省水质
持续好转的主要原因为全省重点河流污染防治
工作持续推进，各级政府全力抓好水污染防治工
作落实，作用明显。另一方面，今年丰水期自然
补水量有所加大，对污染物也有一定稀释作用。

陕西去年装配式建筑开工1091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月20日，记者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2019年，陕西装配式建筑
开工 1091.55万平方米，各城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的比例较上年度均有提高。

据悉，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
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
制作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楼梯、
阳台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
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

一年来，全省以住宅小区、全运会场馆等新建
工程为着力点，推广应用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
装配式施工技术。

春节西安公交将增加热点景区周边运力
本报讯（梁璠）2020年春节即将到来，为进一

步做好“中国年·看西安”系列活动期间大雁塔周边
的公交保障服务工作，满足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需
求，西安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多措并举精心部署做好
营运、安全、服务等工作，为广大市民及中外游客提
供良好的出行服务。

增加旅游线路运力确保市民便捷出行。针对
市区旅游客流激增的可能性，曲江环线、环山旅
游线路、306路、307路等线路提前做好线路运力
储备，灵活调整配车数量，确保重点景区游客的
正常出行。进一步加强途经钟鼓楼、南门、大雁
塔、大唐芙蓉园、白鹿仓等市区景点的线路以及
延点线路的运力配备。同时，重点做好西安北站
始发线路的运力保障工作，针对高铁加开和高铁
晚点做好公交应急车辆储备和营运准备，满足市
民出行需求。针对假期前后高校学生集中客流
情况，总公司将密切关注途经高校公交线路的客
流动态需求，提前做好运力保障。

本报讯（乔星星）临近春节，为确保每一位农
民工平安返乡，中建一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安康
万达项目部第一时间启动“全方位”助力农民工返
乡路，“零距离”温暖每位工友的回家旅程。

据悉，项目部工会率先在各建设工地设立
了“农民工返乡购票点”，准确统计了每位农民工
的返乡日期，并为工友们安排了返乡爱心专车，为
了解决旅途上的就餐问题，项目部还专门为每位
工友准备了食品及“福”字大礼包，让中建一局大
家庭的爱心、关心、暖心一路陪伴农民工朋友的幸
福归程。

“全方位”温暖农民工返乡路
中建一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安康万达项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