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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切片工厂工会委员会
西安西北金行工会委员会
陕西紫光辰济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华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心特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铜川天天放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宝优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延安龙飞盛世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榆林市四海食品配送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大山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香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丹凤县华茂牧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第四十一研究所工会委员会
西安北方庆华机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京学院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煤田地质工会委员会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水务集团洛川县供水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省公安厅机关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榆林市税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一采油厂工会委员会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商洛供电公司工会委员会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宝塔采油厂工会委员会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陕西咸阳秦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电视塔店工会小组

陕西省圣奥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玻瓶工会小组
陕西金桥企业集团机关工会
陕西正大国际家具家电有限公司运营部工会小组
铜川安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报废汽车拆解车间一班工会小组
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综合小组工会
延安大华工贸有限公司工会
榆林市宏英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工会小组
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车间工会小组
旬阳县平安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工会
陕西汇生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工会小组
陕西天科塑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部工会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志丹分公司工会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十设计所分会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机关工会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检测试验中心工会小组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金工车间数控二组工会小组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检修车间工会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桥梁隧道设计院桥二所工会小组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车间工会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一分局工会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国际工程公司工会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宝坪11标项目工会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花土沟测井项目部工会
蜀河水力发电厂发电部运行三值工会小组
神华神东大柳塔煤矿综采一队分会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岐山县供电分公司工会
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限公司长恨歌演出工会小组
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国内保障部工会小组
陕西省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齿轮联合三车间分会
陕西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工会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汉中天坑群地质遗迹调查工会小组

杨军锋 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刘海旭 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机关党委书记、组织人事局副局长、工会工委副主任
杨晓文 宝鸡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刘 帅 陕西白象食品有限公司后勤经理、工会主席
潘忠义 铜川市王益区保安服务公司工会主席
徐正志 陕西华山技师学院机关工会副主席
康全鑫 延安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吴起县全鑫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高凤强 榆林市榆阳区总工会主席
李 强 榆林市蒙赛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杨 惠（女）陕西盛华冶化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沈桂芝（女）安康市博元实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惠大军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副主席
李延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高战华 西安外事学院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潘 方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党委宣传部长、工会副主席
梁 娟（女）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管
王文波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孟怡青（女）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会副主席、女工委主任
刘雅芳（女）陕西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
乔 丽（女）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李 峰 中铁一局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马新民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咸阳基地管理处党工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李富红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鲁信烈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旬阳卷烟厂工会专干
李 俊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
李 瑞（女）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推荐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26名）

2020 年陕西省总工会拟推荐申报的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
模范职工小家、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经自下而上层层推荐、逐级审
核，目前已通过初审。为进一步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
将拟推荐申报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公示。凡对公示单位和个人持有
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以实名方式向陕西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反
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我们将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纪律。公
示期为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30 日。

联系地址：西安市莲湖路389号
邮政编码：710003
联系电话：029-87329837（传真）

陕西省总工会
2020年10月26日

推荐全国模范职工小家（32个）

推荐全国模范职工之家（32个）

关于推荐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的公示

农高会上，陕西省委组织
部举办了第四届“陕西省驻村
第一书记工作成果展”，展区
面积 378 平方米，集中展示了
全省精选出的 50 位优秀驻村
第一书记履职成效和帮扶成
果，并用带货直播和交流互
动等方式，推介特色农产品。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新平台、新技术、新
内容、新服务”。10月 23
日，记者走进 600 平方米
的云上农高会展示体验
中心，四组醒目的大字在

“一主两副”综合数字展
示屏幕下显示着，而在主
屏正中间展示的是云上
农高会 3D 展馆俯瞰图，
通过指尖滑动就可以进
行云上自由巡馆。

面对疫情对会展业
的冲击，第 27 届农高会
创新展会服务模式，携
手阿里巴巴集团打造全
国首个线上“云上农高
会”平台，实现线下线上
融合办会。

“今年的农高会与以
往不一样，在线上也能
逛。”工作人员吴欣向参
展群众介绍道，“我们与
阿里巴巴携手打造了云
上农高会平台，把线下 64
个场馆按 1：1进行了线上
复制，运用三维和 VR 技
术让不在现场的群众也
能够近距离观看商品。”吴
欣说，无法来到现场的观
众此次不必遗憾了，只需下载“杨
凌农高会”APP或者在电脑端登录

“杨凌农高会”官网，就可实时“沉
浸式”逛农高会，并且在展期结束
后也可以观看回放，首次实现了

“365天永不落幕的农高会”。
“点击导航栏的‘展商’按钮，

就能选择感兴趣的展商进行逛
展，并与展商进行名片交换、合作
洽谈等线上沟通服务。在 3D 场
景里浏览各个展厅，既方便快捷，
又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现场的热
闹氛围。”群众李先生说道。

吴欣介绍，云上农高会体验
中心分为五个板块，从左往右依
次是杨凌形象展示区、云上农高

会服务保障中心、综合数
字展示大屏、首届云上农
高会农业盛典直播间、阿
里 巴 巴 数 字 农 业 展 示
区。综合数字展示大屏
分为三块，主屏以“3D 巡
馆功能”展现了农高会五
个展馆的实景，左右副屏
以图示化的方式反映此
次农高会参展人数、商品
交易排名、观众和广告的
触达量、产品交易总额等
数据，直观地展现了买方
与卖方之间繁忙的交易
场景，实时记录了云上农
高会的盛况。

通过云上农高会平
台，参展商也可以开展

“云展览”“云会议”“云洽
谈”“云直播”“云交易”“云
管理”等活动。据统计，截
至 10月 23日，全平台的展
商总数达到了 6718家。

“这次的农高会让我
收获满满，不仅现场来咨
询和购买的群众络绎不
绝，在线上也有许多人和
我交换名片，想要和我合
作。”来自四川的展商赵

先生高兴地说，云上农高会既能
逛展又能交易，完全不逊于现场
体验，参展商可以看到对产品感
兴趣的观众的个人信息资料，放
心地与其洽谈交流，而观众也能
通过展商上传的商品图片和相
关介绍多方位了解产品情况。“这
种科技化的云上参展方式安全、
方便、可信度高，打开了我家产品
的销售路子，帮助我寻找到了更
多商机。”

记者从杨凌农高会组委会
了解到，云上农高会第一天的成
绩单就突破 2 亿元大关，达到了
2.37亿元。其中，直播带货成交总
额近 700万元。本报记者 赵院刚

云
上
农
高
会
带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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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10月23日，杨凌农高会D
馆西安展馆内，花卉产业、葡
萄种植、菌菇产业……西安各
区县拿出“看家本领”参展。

今年农高会西安展团以

“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展示西安都市现代农
业发展成就。本届农高会，西
安展团共洽谈确定农业合作
项目29个，项目金额88亿元。

10月23日，观众在农高会
乡村旅游展上体验皮影艺术。

集中宣传展示我省留坝
县等 5 个旅游扶贫典型模式、
宝鸡社火等 4 个非遗+旅游

典型案例，以及长安区唐村
等 4 个乡村旅游新业态、新产
品，重点推介我省袁家村等
34 个重点旅游村和精品乡村
旅游线路。

本报讯（李欣泽）10月23日，省气象
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受冷空气影响，26
日至28日我省有一次大风降温、降水天
气，中北部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其中，预计26日陕北北部有5-6级
偏北风，阵风可达 7级以上；陕北南部、
关中北部、商洛有 4-5级偏北风；陕北、
关中部分地方伴有扬沙或浮尘。过程
降温全省可达 6-8℃、局地 10℃。陕
北最低气温出现在 27日和 28日凌晨，
北部-5--3℃，南部 0-2℃；关中、陕南
最低温度出现在 29日凌晨，关中北部
2-4℃，关中南部、商洛 4-6℃，汉中、安

康 6-8℃。受低槽东移影
响，27 日至 28 日夜间陕北
南部、关中、陕南有小雨天
气。29日早晨关中、陕南部
分地方有雾。

省气象台特别提示，此
次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全
省，过程降温较强，陕北、关中伴有大
风、沙尘，关中、陕南有小雨天气，请相
关部门做好相应防范准备，及时采取处
置措施，减少大风、降温及沙尘天气对
人体健康、设施农业、畜牧业及交通运
输等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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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迎来大风降温天气
请注意添衣

本报讯（马晴茹）重阳节前后，北
方多地降温 10℃，“候鸟老人”正式开
启“年度南北大迁徙”。西安、北京、哈
尔滨、沈阳、长春、兰州、大连、郑州、乌
鲁木齐、呼和浩特十大城市“候鸟老
人”，成避寒游主力群体；三亚、昆明、
北海、厦门、珠海、海口、桂林、成都、重
庆、南宁，成为 2020“候鸟老人”避寒热
选目的地。

今年的西安避寒族群比去年出发
得更早。某三亚酒店老板表示，之前大
多数人都是11月上旬才过来，今年受疫
情影响，很多人憋了大半年没旅行，10
月末就开始有人过来，一些旅客也选择
长租酒店，包一间房住几个月。笔者在
携程打开一家亚龙湾五星酒店发现，原
价 600多元的房间，“连住优惠”每晚可
减免近200元房费。

据大数据显示，今年赴三亚的避寒
游群体，比去年早出发 10天，且人数更
多，三亚热度火于去年，重阳节奔赴海
南“避寒”的客群中，超过 60%的旅客仍
旧选择三亚，重阳节赴三亚旅客同比增
长8%，赴海口、琼海、万宁、陵水、五指山
等地的银发族旅客，也比去年同期增
加。预计 11月上旬，还会有更多“候鸟
老人”陆续踏上旅途。

相比年轻人，银发族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旅游。数据显示，跨省游恢复以
来，50 后、60 后度假人群占比高达
35%。每 10名旅客中，就有 3.5位银发
族。仅国庆假期，超 9成银发族选择跟
团游。他们更看重舒适度和性价比，会
根据产品等级、价格、旅行社品牌、销量
来综合考量，看重直飞、高星级酒店、无
购物、无自费项目等。

很多“候鸟老人”到了旅行目的地，
并没有闲着，而是探索大好河山。携程

“爸妈放心游”项目负责人介绍，“老人
跟团游从最初的‘舒适轻松’，到‘安全
和服务’，大家对玩法、社交、精神需求
更加看重。老年人对旅行的需求不断
革新，我们的产品也在迭代。”

银发族的消费升级，也体现在对新
玩法的接纳，定制旅游、私家团、主题游
等成为热门。据统计，在定制游人群
中，55岁以上者占比 17%，人均消费达
3800 元，五星航空、行程舒适、特殊饮
食成老年人关
注焦点。同时，
很多银发族选
择“不和陌生人
拼团”，携程私
家团中银发族
占比达 25%，比
去年增长 15%。

西安“候鸟老人”成全国出行主力
开启重阳“避寒游”

本报讯（实习生 王诗婕）10 月 23
日，笔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聚焦
贫困群众健康，提升健康扶贫质量”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陕西省因病致贫
户从 2016 年的 20.2 万户减少到现在
的 2.01万户。

陕西省贫困人口健康水平逐年提
升。在大病专项救治方面，救治病种从
2017 年的 7 种扩大到 2020 年的 30 种。

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全省累计确诊 30
种大病贫困患者 15.13 万例，已救治
15.02万例，救治率达到 99.27%，实现了

“应治尽治”。
截至目前，我省已全部消除县乡村

医疗机构和人员“空白点”。全省 96家
县级公立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二级医院
标准，1540个乡镇卫生院、23747个村卫
生室全部达到基本标准。

我省因病致贫户减少18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