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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闻

乡村振兴进行时
—— 记者走基层特别报道

宝鸡有6.3万名慈善志愿者
本 报 讯 3 月 30 日，记者从

宝鸡市慈善志愿服务工作总结

表彰推进会上获悉，自 2007 年

市慈善志愿者总队成立以来，截

至 2020 年 12 月 底，全 市 共 有

慈善志愿者组织 787 个，志愿者

63448 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武勇超参加会议。

当天的会议在志愿者表演的

小合唱中拉开序幕，会议总结了

去年全市志愿服务工作并提出今

年的工作要点。眉县等 6 个慈善

志愿服务先进县区、陈仓园社区

志愿服务队等 45 个慈善志愿服

务先进集体、王华侠等 64 名慈善

志愿服务先进个人、金台区爱心

超市扶志项目等 18 个慈善志愿

服务优秀项目受到表彰。

武勇超在讲话中指出，志愿

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志

愿服务的“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度吻合，全社会都应该大力弘

扬志愿精神，积极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希望志愿服务逐渐规范化，

实现专业化发展 ；社会各界要理

解志愿者、关心志愿者，要为志愿

服务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鼓

励大家都来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凤翔区横水镇东白村 ：

集体经济发力  产业带动先行

本 报 讯 “这是我们

村的小米生产车间，看
这小米的颗粒多饱满。”

日前，在凤翔区横水镇东

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小米加工车间，合作社理

事长宁会奇抓起一把刚

脱壳的小米对记者说。据

悉，该村以集体经济组织

牵头发展产业，初步形成

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带动村民增收。

东白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成立于 2019 年 6 月。

近几年，在区、镇和帮扶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流转土地、申请扶贫资

金，规模化种植小米、玫

瑰、高筋小麦等，现已建

成小米、面粉、玉米糁子、

菜籽油、农家醋、玫瑰等

生产加工车间，逐步形成

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带动 200 多户群众就业。

去年，合作社实现销售收

入 28.19 万元。“今年春

节，合作社推出了 750 个

礼盒，一上市就被抢购一

空。”宁会奇说，还有西安

的客商专门找上门来购

买村上的高筋面粉。

乡村振兴需要不断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宁会奇

告诉记者，村上将挖掘特

色整合资源，拓宽销售渠

道，充分发挥扶贫产品体

验展销和网络直播带货的

平台优势，线上线下齐发

力，不断推动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实现村民可持续

增收。

本报记者 王玲

我市学子路演赛才华  湖州企业现场抢人才
本报讯 3 月 26日，宝鸡文

理学院联合湖州市委宣传部、湖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

辖区内文化企业，举办了“‘陕’亮

‘浙’里，‘秦’牵湖州”系列专场招

聘活动。其中，该校首场大学生路

演招聘大赛成为亮点。

当天下午，宝鸡文理学院

博文楼报告厅内，来自该校文

化传媒、经管、美术设计、旅游

文管等相关专业的十名应聘

者，通过“竞职演说”、意向互动

问答等环节的优秀表现，全部

与湖州企业达成了就业协议。

该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

管理专业的黄建新同学以出众

的个人实力摘得桂冠，引发台

下 30 家用人单位争抢，有的用

人单位甚至喊出“奔波两千公

里就为你而来”的口号，并给出

15 万年薪和主管职位的待遇承

诺，拉开抢才大战。同时，博文

楼前广场上还举行了湖州市文

化产业人才专场招聘会，30 余

家重点文化企业为毕业生提供

就业岗位 730 多个，吸引 1500

多名毕业生参加应聘。

此外，湖州市委宣传部授

予宝鸡文理学院“湖州市文化

人才引才基地”称号，湖州市人

社局与宝鸡文理学院签订“城

市定制班”合作协议，鼓励文理

学子投身祖国经济建设前沿。

本报记者 张琼

我市举行职工健步行活动 ——

参加健步行  健康你我他
3 月 30 日上午，近千名干部

职工在市区团结运动公园参加健
步行活动，展现了饱满热情、昂扬
精神风貌。

本次“喜迎建党 100 周年·听党
话跟党走——全市职工健步行”活
动，由市总工会举办，金台区、渭滨
区总工会，宝鸡高新区工会工委，以
及全市 30 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干部

职工参加。健步行从团结运动公园
出发向西行进，经东岭廊桥、仲裁文
化主题公园，到十二生肖广场，再按
原路线折返回团结运动公园，全长
约 5 公里。这一活动让参与者树立
了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健康观念。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曹海芹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治理黑臭水体  改善人居环境
扶风县将为我市农村水体治理提供样板
本报讯 农村黑臭水体既影

响周边群众的生活，又难以得到

根治，一直是影响农村水环境的

重要问题之一。近日，扶风县邀请

专家现场为黑臭水体“把脉”，制

定治理方案，计划为全市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打造样板。

农村黑臭水体指颜色发黑并

散发浓烈气味的水体，多为雨水、

生活污水等汇集而成，因其大多

为封闭式水域，自净能力较差，影

响周边环境。为进一步根治农村

黑臭水体，市生态环境局对全市

黑臭水体情况摸排后，最终确定

在扶风县进行试点。扶风县专门

邀请长安大学水环境治理方面的

教授来到现场，针对黑臭水体形

成的不同原因，分别制定治理方

案。针对试点村城关镇双乐村因

雨水、洗涤用水形成的黑臭水体，

制定了“人文景观+ 污水治理+

排洪排涝”治理方案 ；杏林镇长命

寺村以雨水为主的黑臭水体，则

计划建设人工湿地，进行污水净

化 ；召公镇官道村以生活污水为

主的黑臭水体，计划建设管道接

入镇区污水处理厂。

市生态环境局扶风分局生态

股工作人员介绍，这次选择的三个

试点村黑臭水体形成原因在全市

具有代表性，根据各自情况采取不

同工艺有针对性进行治理，能为我

市农村水体治理提供样板。

     （胡红玲 张凤利）

本 报 讯 3 月 30 日，笔者

在凤县县城第二污水处理系统

项目建设现场看到，30 多名施

工人员分工作业，混凝土搅拌

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有序运

转，人机配合，一派繁忙景象。

据悉，该项目为凤县持续

优化城市环境，不断完善城市

功能和旅游要素配置，全力推

进建设 5A 级景区县城提供了

有力保障。

凤县县城第二污水处理系

统建设项目为市级重点项目，

总投资 9619 万元，是该县第一

污水处理厂的新建扩能项目，

主要收集处理县城的生产生活

污水，包括管网工程和污水处

理厂两个建设部分。截至目前，

9057 米污水管网工程的 8 个

标段中，6 个已基本完工，剩

余 2 个一体化处理设备及部分

连接网正在紧张施工当中 ；污

水处理厂工程已完成进场道路

硬化、生产管理用房基础地沟

回填夯实、柱体钢筋绑扎等。

据凤县住建部门负责同志

介绍，该项目投用后，日处理污

水能力可达 5000 吨，净化后出

水水质达到A级标准，为城市高

标准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内涵、

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奠定了基础。

（于佳雯 罗锐）

凤县建设县城第二污水处理系统 ：

污水管网8个标段6个已完工

岐山县枣林镇范家塬村 ：

油菜花开满地金
朵朵金花，花香四溢，

在 岐 山 县 枣 林 镇 范 家 塬
村，成片的油菜花竞相绽
放。岐山县及毗邻县区群
众纷纷到此赏花，尽情享
受悠闲时光。

3 月 30 日，2021 枣 林
油菜产业园开园仪式在范
家塬村举行。游客在此不仅

可以赏花观光，还可以欣赏
精彩的秦腔演出，参加花海

摄影大赛、汉服展演等活动，
并品尝地道的岐山小吃。吃
饱逛足之后，还可以参观土
梁油坊，了解土梁榨油历史
及工艺，一览“从菜籽到食用
油”的全过程，感受非遗文化
魅力。         （陈欢婷 杨渊）

镇干部展示加工好的小米

市政协荣获首届人民政协
新媒体年度最佳融合创新奖

本 报 讯 3 月 27 日，在北京

举行的“传递政能量·传播政声

音——首届人民政协新媒体发展

论坛暨地方政协网络新媒体影响

力排行榜颁奖礼”上，宝鸡市政协

作为陕西省唯一一家地市级政协

荣获“首届人民政协新媒体年度

最佳融合创新奖”殊荣。

为落实好全国政协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精神，展

示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由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承办，采

取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依据报

道转载指数、央媒报道指数、影响

力指数、微信传播力指数在内的 4

个一级指标和 13 个二级指标体

系，对全国省级、副省级、地市级

政协进行综合排名，由此推出全

国政协系统前二十名。

据了解，我市政协高度重视

宣传工作，以“智慧政协”建设为

抓手，在拥有宝鸡市政协官方网

站及政协会刊《宝鸡政协》的同

时，充分利用新媒体短平快的特

性，打造“宝鸡市政协”微信公众

号，推送消息近 10000 篇，总阅读

量破 100 万，综合影响力位列全国

第九、全省第一，是全省唯一入围

全国前十的地市级政协公众号。

（李哲宇） 

大学生进行路演招聘大赛

（上接第一版）救援人员采取以

土灭火、风力灭火、以水灭火和

直升机吊桶灭火等多种手段，

很快扑灭了森林大火。在扑救

过程中，救援人员还演习了常

规灭火装备作业、无人机高空

侦察、直升机吊桶作业等 7 大项

21 个科目。

演练由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宝鸡市人民政府和陕西省

应急管理厅共同主办，通过演练，

重点检验了指挥体系、响应流程、

应急保障等各项综合能力。

应急管理部、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领导及省应急管理厅领导

参加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刘荣贤致辞。我省各级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部 1700 余人在各

自所在地通过视频观摩了演练。

本报记者 卢志平

直升机无人机齐上阵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