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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陕西
工人报社对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
审核，现将报社符合申领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期:
2020年5月18日-2020年5月22日
监督举报电话:
029-85225382 029-85223101
陕西工人报社申领记者证人员名单：
王琴茹 胡建宏 鲜 康

关于申领新闻记者证
人员名单的公示

安康市紫阳县是产茶大县，县委、县政府把做大做强紫阳富
硒茶产业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首选主导产业。近年来，紫
阳县总工会立足组织优势，创新工作方式，围绕“茶农”“茶叶”“茶
歌”巧做文章，将工会职能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量身定制“服务
套餐”，为紫阳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工会力量。

套餐一：茶农+技能培训

立足于茶叶生长、生产、经营规律和紫阳茶产业实际，紫阳县
总工会积极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抓茶农实用技术培训，大力开
展产业劳动技能竞赛。

在培训中解疑惑。2009年至2012年，以茶农普训为重点，进
村、进镇、进茶企，以“五定”即定培训地点、定培训责任人、定培训
教员、定培训经费、定培训片区牵头人的多部门联合开展的“万人
茶产业技能培训工程”。

2012年至2017年，以培养初中级产业人才为重点，陆续邀请
中国茶叶学会、西北大学等省内外茶学团队，举办营销培训班、初
中级评茶员、初中级茶艺师、绿茶加工、红茶加工、黑毛茶加工、茶
园机械化管理、质量与安全管理等培训。

十余年来，举办培训班近500期（次），普训茶农8万余人次、
中级评茶员86人、初中高级茶艺师570人、初级加工技师520人、
传统手工制茶技师400余人、培训职业茶农1036人、培训茶叶职
业经理 120人，先后 4次选送 110名贫困家庭学员到婺源茶校大
中专班学习。培训更让茶农增添了信心，让企业明确了方向，让
消费者获得了放心产品，培训为茶产业输送了新鲜血液。

在竞赛竞技中分高低。“种茶能手、采茶能手、制茶能手、营销
能手、明星企业”五项茶事劳动竞赛持续开展至今，全县共表彰种
茶能手和采茶能手各550人、制茶能手130人、营销能手60人、明
星企业22家。

套餐二：茶歌+文化推广

紫阳是民间艺术之乡，紫阳民歌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紫阳茶歌在民歌中占有相当数量。县总工会充分发挥社区文化
社团的优势，用紫阳最有特点、最受人喜爱的紫阳茶歌，提升紫阳
茶的文化影响力。

筹资策划出版《紫阳富硒茶文集》等，2016年5月县总工会将
10首“紫阳茶歌”创编为“紫阳茶歌广场舞曲”。

先后举办茶艺培训班8次、中级茶艺师培训班6个，与省茶叶
协会联合举办茶艺大赛2次，大力发展茶艺。紫阳茶艺继2001年
4月搬上舞台后，2018年组织紫阳茶文化团队编创的作品《“茶”
觉》《感恩有你》《问政茶道》成功参加全省茶艺大赛。

目前，继紫阳茶艺师教师骨干培训班后，全县校园茶艺社团
已发展到70余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茶艺团队30余支，成为了弘
扬紫阳茶文化的生力军。

2017年至2019年，先后举办县镇职工茶文化培训班6期，每
期 3天，培训职工近 200人。2019年“五一”，县总工会动员全县
党政企事业单位工会，分批分期组织职工开展采茶、手工制茶体
验活动，组织茶文化进机关，让广大职工了解紫阳茶产业的重要
地位。

目前，该县已经启动2020年全县党政企事业单位工会，分批
分期组织职工开展采茶、机械制茶、手工制茶体验活动,也在筹划
紫阳白茶加工培训班。

套餐三：茶业+品牌塑造

10余年来，紫阳富硒茶先后被评为部优、省优产品 4次；“国
饮杯”一等奖 8次、“中绿杯”特等奖 1次、“中茶杯”特等奖 1次、

“中茶杯”一等奖5次；先后获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商标富
农和运用地理标志精准扶贫典型案例10大扶贫商标、“消费者最
喜爱的 100个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最具影响力中国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国家年度“质量之光”十大魅力品牌、“2018中
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强县（市）”、中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十大
科技示范县、“一村一品”十大知名品牌、十大富硒品牌、十大最美
茶乡等荣誉。

紫阳富硒茶的品牌价值由 2009年的 7.04亿元，增至 2017年
的62.2亿元，这些荣誉和成绩里有紫阳工会人的汗水。（李龙安）

一片茶叶毫无作为，但当一片片
茶叶成为产业，就可以鼓起当地群众
的钱袋子，成为一地最亮丽的名片，还
能推动县域经济、文化、生态融合发
展。这是脱贫产业的力量，也是一业
突破的力量。

一业突破，说来容易做来难。农
业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支柱
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长久培育和
支持。正是缘于因地制宜的实践和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才有了今
天全省茶产业的兴旺。在这其中，全
省各级工会也纷纷献出了自己的一份

力量，助力茶产业成为当地百姓脱贫
致富的法宝。

“一张蓝图绘到底”需要久久为
功，需要坚持不懈。政策、机制、科技
等因素的创新，在脱贫产业的发展中
依然必不可少。从对贫困户种植茶叶
的鼓励到科技保障的提供，再到产业
链的延长和茶旅结合的创新，这一切
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发展茶产业这个
中心运转。

坚持一业突破，只有咬定青山不
放松，产业才能做大做强。

（陆晟）

点 评 小茶叶 大作为

本报讯（张晨俊）5月 20日，由陕
西省农村农业厅、安康市政府主办的
首个“国际茶日”陕西主场活动，在安
康市平利县老县镇女娲凤凰茶业现代
示范园举行。活动通过网络直播形
式，为茶饮爱好者营造“云上品硒茶、
云端话古茶”的独特体验。

主办方从历史文化、品质特征、发
展成效等方面对安康富硒茶、秦汉古
茶进行了全面推介。平利县还将参与
农业农村部“云上茶日”直播带货活动，

围绕茶扶贫、茶消费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系列活动，为促进茶产业发
展，带动茶农增收、茶企增效搭建平台。

近年来，陕西以“3+X”特色产业发
展为发力点，坚持“扩规模、优品质、塑
品牌、提效益”，全省茶园面积发展到
281.6万亩，产量达到 11.75万吨，产值
达到 182.39亿元，茶产业生产和加工
覆盖全省 5个市 25个县区，带动了近
百万群众脱贫致富，实现了“一片叶子
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云”上体验话茶“事”

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发展、弘扬中
国传统茶文化，原农业部代表中国政
府于 2016年 5月首次提出设立国际性
茶叶纪念日的提议，2019年 11月 27日
由联合国大会第 74届会议审议通过，
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

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全球产
茶国和地区达到 60多个，茶叶年产量
近 600万吨，贸易量超过 200万吨，饮
茶人口超过 20亿。中国是茶叶的故
乡，也是茶种植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
全、茶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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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时指出，发
展扶贫产业，重在群
众受益，难在持续稳
定。要延伸产业链
条，提高抗风险能
力，建立更加稳定的
利益联结机制，确保
贫困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

近年来，全省各
级工会发挥资源优
势，扛起扶贫包抓责
任，拿出实实在在的
行动，尽锐出战打胜
仗，为当地群众脱贫
致富贡献出了工会
力量。

本报讯（王宝清）5月 14日，汉中
市勉县首届手工制茶技能竞赛表彰会
在阜川镇举行，此次竞赛由勉县总工
会、县农业农村局、县茶叶产业技术推
广中心等共同举办。

竞赛邀请市、县5名茶叶专家组成
评审组，对62份参赛茶样从茶叶外形、

香气、汤色、滋味、叶底等指标分别进
行打分，分别评选出直条茶和卷曲茶
两个项目的前三名。

此次竞赛对提升全县茶叶加工
制作水平、推动全县茶叶产业健康
发展、助力全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战具有积极作用。

勉县总工会召开首届手工制茶技能竞赛表彰会

压题图 紫阳县是全国重点产茶县，2019年全县年产茶7538吨，茶叶
综合产值43.4亿元，12万农户因茶走上致富路。 邵瑞 摄

新闻 链接

5 月 20 日，由共青团陕西省委指导，西安市
总工会、西安市妇联、西安市公安局、华商传媒集
团联合主办的“华山论剑西凤酒致敬英雄 见证
真爱——“最美战疫情侣”2020西安大型公益集
体婚礼，在西安永宁门文化庆典广场举行，共有
50对新人喜结连理。

参加此次集体婚礼的抗疫英雄们，有战斗在
一线的白衣天使，有春节无休持续生产抗疫物
资的企业职工，有加班加点建设西安市公共卫
生中心的工程人员，有坚守在防疫前线的公安
干警，还有确保基础供应正常的社区工作者、物
流配送人员……为了抗击疫情，他们推迟了婚
期，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续写他们未完成
的爱情故事。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杨明）5月 19日是中国旅游日，陕
西省饭店协会、陕西省洗染行业协会联合启动

“陕西放心住计划”，致力于打造陕西省旅游酒店
安全、卫生、洁净、环保、健康的住宿环境，最大程
度吸引游客，拉动旅游业相关产业链、服务业全
面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根据“陕西放心住计划”，将停用回收陕西省
内疫情期间价值 500万元布草，首批投放 2万套

全新抑菌智能布草进行更新换代，后期还将根据
市场需求陆续投放多批抑菌智能布草，最终覆盖
全省。

当日，“陕西放心住洁净联盟”同步成立，并
发布共同宣言。该联盟由35家陕西省内旅游住
宿企业及其上下游相关产业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旨在打造陕西省整体旅游住宿相关产业链的良
好生态圈，助力旅游住宿业尽快复苏。

“陕西放心住计划”助力旅游业复苏

本报讯（钟梦哲）5月20日，西安市召开优
化提升医疗保障服务水平工作新闻发布会，西安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西安落实医保
政策、优化提升医疗保障服务水平有关情况。

为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西安市医保局认
真落实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部

署要求，坚持“减、缓”并举，对市企业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行5个月减半征收，困难
企业可缓缴6个月，预计可为企业减负25亿元。

据介绍，自今年疫情发生以来，西安连续出
台多项医疗保障政策，截至目前，已累计拨付定
点医疗机构周转金7420万元。

西安通过缓缴医保预计为企业减负25亿元

致敬英雄 见证真爱

5月17日，一起突发起火事件，让陕建
七建集团二公司项目安全组施工员李龙
瞬间变身“救火英雄”。

“这次多亏了他们，要不然我们老两
口的家就烧没了，真不知该怎么表示感谢
才好！”5月 17日，家住西安市灞桥区新振
兴小区 34号楼一层的住户热泪盈眶地说
道。老人口中的“他们”，正是以李龙为代
表的负责纺织城“三供一业”改造项目的
六名施工员。

5月 17日 17时 50分，正在西安市灞
桥区纺织城“三供一业”改造项目施工
现场工作的李龙，突然听到旁边的新振
兴小区传来嘈杂的叫喊声，看到小区 34
号楼上方屡屡上升的浓烟，他意识到出
事了。由于担心屋内住户安全和火势扩
大，在危急时刻，李龙率领五名施工员
兄弟逆行而上，迅速赶往发生火情的 34
号楼一层附近。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
他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大伙兵分

两路灭火，一边安排工人迅速前往工地
库房取灭火器，一边带头入户敲门。在
无人应答的紧急情况下，他砸玻璃、关
煤气、断电源、灭明火……所有动作一
气呵成。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扑救，终
于将火扑灭，有效防止火势进一步蔓
延，避免了火灾造成更多更大的损失，
为后来赶到的消防人员扫清了扑灭火灾
的道路。

李龙和同事们视个人安危不顾，勇于

救火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七建集团
传播开来，被大家交口称赞。

（高景莉 王建文）

身边

“偏向火山行” 七建英雄获点赞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王赫）5月 19日，《美团博物馆“预
约旅游”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炉，
《报告》显示，西安成为博物馆“预约旅游”比例最
高的城市，市民提前一天以上预约博物馆门票的
占比高达76%。

在美团全国十大人气收费博物馆中，故宫
博物院仍占据首位，重新开放以来访问量环比
增速 315%，周末门票预约最为火爆。全国十大
人气免费博物馆之首则被陕西历史博物馆“收
入囊中”。

陕历博成全国人气最旺免费博物馆

国际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