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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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2020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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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萍 牟影影 王 静 赵院刚

关于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的公示

黄土高坡上崛起的美丽乡村
——省劳模卢效平助力父老乡亲致富奔小康的故事

盛夏时节，站在咸阳市彬州市水
口镇西沟流域的山梁上，只见满沟的
树木在雨后翠绿欲滴，一条新修的观
光公路像带子一样将山、林、田、塘优
美地串联起来……昔日那个黄土漫天
的荒沟野岭已不复存在。

这就是省劳模、陕西亿丰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效平先期投资2.2
亿元打造的彬州市“丝路天台现代生
态农业产业扶贫基地”。该基地已成
为彬州市乡村旅游、绿色生态旅游的
新打卡地，还直接解决了周边 600余名
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回报乡梓 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

因为穷，刚二十岁出头的卢效平
便离开亲人，先后在甘肃玉门、嘉峪
关和陕西咸阳等地打拼创业，数十年
摸爬滚打，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
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民营企业家，但他
总想帮助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时值 2011年初，彬州市实施“三告
别”工程，水口镇决定建设下长禄新村，

这给卢效平建设家乡提供了机遇。他
与村干部一起行动，带领村民先后赴甘
肃灵台、旬邑县等地考察学习，研究讨
论新村的定位、布局、户型、结构等。三
天后便拿出了新村整体规划图，五天时
间，完成清苗赔付等。

耗时两年，投资 500万元，卢效平
为村民盖起了一幢幢宽敞舒适的新房，
确保村上 86户村民全部都有新房，还
为村上 5户特困户每户免费提供一套
价值达60万元的新房。

下长禄新村建设的成功，让卢效平
喜出望外，更加快了他改变家乡落后面
貌的步伐。2013年，他投资 1900万元，
在长禄村新建民居 100套，以每套低于
成本价 3万元的标准出售给家乡父老，
其中 5户特困户无偿入住；2016年，他
又投资 3200万元，在水口镇街道建成
160户农民住宅，以每平方米低于成本
价600元的标准出售给乡亲们。

脱贫致富 阻断代际传递是根本

长禄村村民田妙云和丈夫带着上

中学的两个孩子在西安打工 10多年
后，丈夫突然因病去世，她领着两个孩
子回家居住在年久失修的 3间土坯房
内，卢效平知道后将水口街道价值 16
万元 80多平方米的一套单元房捐赠给
田妙云，以方便两个孩子在镇上上学。
田妙云告诉记者，卢效平给她的不仅仅
是一套住房，更燃起了一家人对美好生
活的希望。

卢效平的创业经历使他深刻体会
到，实现脱贫致富的小康梦，必须把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作为治本之策，因此他
始终把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促进就业创
业作为回报家乡的头号工程，从2006年
至今，累计投资130万元，维修了水口中
学、水口中心小学校舍，为水口镇智慧树
幼儿园捐赠国标校车 1辆，资助贫困中
小学生80多名、贫困大学生52名。

卢效平的善行义举得到了群众的
认可，先后荣获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第十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道德模范”
等20多项荣誉。

产业兴旺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硬标准”

水口镇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传
统农业大镇，产业单一，群众收入普遍
较低，要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必
须在产业发展上出实招、见实效。

为了让贫困群众享受更多的产业发
展红利，卢效平创新“党组织+企业+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的五联经营模式和
土地、贷资、资源、技术管理、集体资产五
种入股方式的扶贫模式，推动“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户和
贫困户与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形成

“同进退、共患难”的利益共同体。
截至目前，累计为彬州市水口、城

关 2个镇办 7个村群众分红 1700多万
元，其中贫困户每户分红超过 2万元，
帮助65户302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经过卢效平和乡亲们的多年持续
打造，一个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的美丽
乡村已矗立在黄土高坡上，长禄村先
后被评为陕西省美丽乡村示范村、最
美宜居示范村。 本报记者 阎瑞先

本报讯（王嘉）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
通知，决定在全省城市社区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活动试点（以下简称“共同缔造”活
动试点）。

2020年，每个地级市开展 1个以上城市社区“共
同缔造”活动试点，搭建政府、社会、群众共同缔造平
台，建立自运行各类组织，构建社区自治机制，激发
群众参与建设管理，达到社区环境整洁、设施完善、

绿色生态、安全有序、管理规范、和谐宜居的社区。
2021年，在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基础上，每个县在城市
社区中开展“共同缔造”活动试点，并逐步向全省城
市社区推广。

“共同缔造”活动试点以城市社区为基本空间单
元。建立社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旨在协
调城管、公安、消防、工商、环保等职能部门业务的社
区工作联席会议，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我省在城市社区开展“共同缔造”活动试点

本报讯（李羽佳 白新富）近日，榆林市统计局发布
数据，2020年上半年，榆林地区生产总值 1761.48亿
元，同比增长 5.2%，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较一季度、上
年同期分别提升 1.0和 2.2个百分点。榆林经济社会
秩序持续加速恢复，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显现，经济
运行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农业生产不断好转，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农畜产

品生产供应和市场需求持续恢复，逐步趋于正常水
平，且价格优势突出。工业经济运行良好，规模以上
工业完成产值 2104.78亿元，同比下降 1.2%，原煤、洗
煤、天然气产量和发电量同比均有所增加。服务业活
力持续恢复，实现增加值 531.58亿元。居民消费价格
运行平稳，同比上涨 3.6%，与 1月至 5月及全省平均水
平持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

榆林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本报讯（刘 洋 朱 丹）
“比起前些年，今年夏天我
们家几乎没有停过电，能
天天吹着空调度夏真是幸
福。”近日，渭南市经开区
和谐广场合表小区的住户
高兴地说，国网渭南供电
公司供电服务人员在汗流
浃背的同时也是满满的幸
福感。

该公司运行管理专责
张兴华介绍，为确保电网迎
峰度夏，及时发现电缆头接
点隐性放电故障，避免发生
停电事件，全面提升辖区内
供电质量。国网渭南供电
公司重点以治理低电压、频
繁停电等影响客户用电的
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明确

“年内消除 5次及以上频繁
停电配电线路和配变，消除长期低电压，
三相不平衡配变同比下降 35%”的工作目
标，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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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高空坠落事故频发，家
中有孩子的您一定要特别谨慎。7月
24日，笔者在西安市儿童医院了解到，
从 6月初到 7月初，因为高空坠落而前
来治疗的孩子已经有 9名了，年龄在 4
到 6岁之间，有些孩子受伤情况较轻已
经出院，但还有些孩子因为伤势较重到
目前都没有醒来。

家长疏忽大意酿惨剧

今年 6岁的航航，是这 9名孩子中
情况最严重的，从家中 5楼跌落，情况
一度十分危急，直到 7月 24日都没有
醒过来。

航航他们家有两个孩子，父母由于
要带家中另一个小孩出去看病，就将航
航独自留在家中，想着家里的窗户都
装有防护网，也比较放心，但让他们没
有想到的是，航航是从唯一没有装防
护网的厕所窗户爬出，跌落至地面。

西安市儿童医院NICU（新生儿重
症监护）病房的史永强医生介绍说：

“航航当时是从三院转过来的，来的时
候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心律很快，血压
也不稳，脖颈处一侧骨头碎裂，我们选
择将他的气管切开，插入导管进行救
治，现在航航的生命体征平稳。”

据了解，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
的航航，还需要定期做肢体康复治疗，
避免肌肉萎缩，由于脖子上还有切开插
入的管子，所以需要特别注意，如果处
理不好的话，可能会造成肺部的感染。

安全防护缺失成隐患

史永强介绍，家庭装有防护网还
会出现安全问题的情况很少，大多数
都是家里没有安装防护网，比如平房
和高层等。今年 4岁的晨晨，家里就是
平房，但是房顶没有装防护网，孩子爬
到自家楼顶玩耍时，不小心从高 4米的

平台跌落，头部着地，造成颅骨碎裂
和颅骨凹陷性骨折。

晨晨转到西安市儿童医院后，先
对其进行了颅骨整复，将颅骨进行复
位。目前还在观察治疗中。

史永强说，与晨晨情况类似的还
有今年 3岁的泽泽。泽泽家住在高层
住宅的 11楼，也因为其家里的窗户没
有安装防护网，从 11楼跌落至 5楼阳
台。这起意外，造成泽泽脑部、肺部、腹
部和脊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孩
子的父亲是一位骨科医生，一直帮孩子
进行康复治疗，现在已经基本痊愈了。

孩子发生高空坠落如何处理

史永强说，如果家中发生孩子高空
坠落的情况，不建议家长自行救治，应及
时送医。途中观察孩子的状态和意识是
否清醒，再观察孩子的心跳和呼吸，如果
有明显的破裂伤口，及时包扎止血，之后

观察孩子嘴里是否有异物，如果有的话
及时疏通呼吸，发生牙咬舌头时，要及时
垫东西，避免咬伤舌头。

还有就是孩子跌落后当时没有任
何症状，之后如果出现精神萎靡、亢奋、
呕吐和昏迷等异常反应，也要及时带孩
子就医，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因为高颅
压、身体受创等原因引起的。

据了解，9 名儿童坠楼的原因基
本都是家长没有陪在孩子身边，或是
家里没有安装防护网，没有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在此希望各位家长要有
责任心，具有危机意识，从根源上预
防儿童坠楼。 （葛兰 任虎）

暑期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一月内9名孩子高空坠落

→ 7 月 24 日，大荔曙光应急救援协会派出突击队赴安
徽抗洪抢险，圆满完成任务归来，协会工作人员为他们送
上鲜花。据悉，此次由副队长赵宇龙带队，李强、雷盼、石
赵宗四名党员组成突击队，携带专业救援装备和物资，跨
省执行抗洪救灾任务。突击队连续 4 天，在 6 米多深的湍
急水流中驾驶皮艇，每天坚持往返 70 多趟，安全转移受困
群众达 1000 多人。 李世居 摄

↑7 月 23 日，位于全省防汛重点区域的华阴市，市水务
局组织开展冲锋舟操作培训，传授冲锋舟操作规程和水上搜
救等操作要领，全力做好防汛应急抢险准备。 雷华伟 摄

本报讯（刘锦）据了解，AG600飞机设
计、制造等核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飞机机体结构、动力装置和主要机载
系统百分之百由国内配套，是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自动化学院、力学与土木建筑
学院多个团队参与了多项技术攻关，为
AG600研制成功作出了贡献。

航空学院徐绯教授参与了近水面滑
行的数值仿真方面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复杂水（海）况波浪数学模型构造研究、
高精度多功能数值波浪水池构建技术研
究、水面飞行器近水面滑行喷溅性能的
数值预测研究。

白俊强教授团队全程参与该机的气动
设计、性能评估及难题攻关工作。目前，
该团队正在与“鲲龙”的研制单位密切合
作，为该机后续发展型号开展技术攻关。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岳珠峰教授领衔
的飞行器结构完整性技术工信部重点实
验室，在 2011年就为该型号飞机主起落
架开展了强度测试和收放功能试验研
究。实验室成员与航空工业起落架公司、
通用飞机公司的技术人员合力攻关，完整
了试验方案设计、大型框架式夹具设计制
造和 8种工况的起落架试验，顺利地完成
了一系列关键结构验证项目，为AG600飞
机主起落架结构设计的验证和评估提供
了翔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据悉，作为我国“大飞机家族”之一的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承载着国家和
民族的使命，是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
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
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
的重大航空装备，和我国的大型运输机
运-20、大型客机 C919并称为国产大飞机

“三剑客”。
从运-20大型运输机，到 C919大型喷

气式客机，再到 AG600 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西工大人从未缺席，为重点型号的研
制作出了巨大贡献，见证着中国大飞机事
业的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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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中铁
七局西安公司敦白高铁建设者参观摄影艺术展。当日展出的40余
幅作品，记录了高铁建设者工作的精彩瞬间。 史西玲 韩正阳 摄

7月26日，游客在宝鸡市王家崖水库风景区乘坐快艇游玩。
时下正值暑期，大中小学放假，游客在水利风景区游玩乘凉，观赏
风景。 李世平 摄

7月25日，渭南市澄城县大秦旅游有限公司，民警查看客运车辆
“五小件”。连日来，澄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及时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客运旅游企业检查，确保行车安全，助力跨省旅游恢复。 崔正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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