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一

2版
责任编辑 ：朱百强  美编 ：朱振涛  校对 ：刘林忠

要   闻

提升应急管理实践能力
全省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培训示范班在我市开班

本报讯 4 月 24 日，全省基层

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培训示范班在

我市干部应急能力提升培训基地

开班。省委组织部、省应急管理厅

领导参加开班仪式并讲话。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贾珉

亮致辞，介绍了宝鸡的经济社会发

展及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

本次培训由省委组织部、省

应急管理厅委托市委组织部承

办，市应急管理局、眉县县委组织

部协办。培训班为期 3 天，邀请省

内相关领域教授、学者进行理论

授课，同时开展渭河防汛抗洪案

例分析、防汛抗洪现场处置指挥

部决策演练、安全生产事故预防

与处置等现场教学，主题鲜明、重

点突出、针对性强，旨在进一步强

化干部底线思维，提升应急管理

工作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全省各地市有关县区党委、

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负责同

志，各市（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负责同志共 60 余人参加

培训。

本报记者 李小玮

去年我市获得授权专利2388件
同比增长 31.4％

本 报 讯 4 月 25 日，记者从

宝鸡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通

报会暨知识产权促进高质量发展

培训会上了解到，去年我市共获

得授权专利 2388 件，同比增长

31.4％ ；全市商标申请 7859 件，

同比增长 39.9％。

2020 年，我市认真落实中央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和企业帮

扶，一手抓目标任务完成，知识产

权工作迈上新台阶。全市获得授

权发明专利 191 件，实用新型专

利 1859 件，外观设计专利 338 件。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581 件，

居全省地级市第一。商标注册量

4132 件，商标有效注册量 22520

件，同比增长 19.7％，新增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1 件。

市委常委、副市长时镇参加

会议并讲话。他要求各县区和市

级相关部门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

是保护创新的意识，坚持严保护、

大保护、快保护，严厉打击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健全知识产权管理

和保护工作体系，抓好知识产权

培育、保护、执法和运用等重点工

作。以知识产权高水平保护推动

宝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鲁淑娟

加快推动宝鸡港务区建设步伐
中国开发区协会陆港分会常务副会长一行来我市考察

本报讯 4 月 22 日至 23 日，

中国开发区协会陆港分会常务副

会长朱长波一行 15 人来我市考

察。他们先后前往宝鸡港务区管

委会、会展中心、综合保税区、陆

港新城、空港新城等地，详细了解

开发建设及产业发展情况。

中国开发区协会是由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

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重

点省级开发区和区内企业组成的

全国性开发区联合组织。陆港分

会是协会二级分支机构。

在座谈会上，我市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分别就宝鸡物流体系中

长期发展规划、产业集群发展、现

代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商务经济

发展、招商引资合作政策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介绍。双方就关心的

话题进行了深层次互动交流。

朱长波表示，宝鸡产业前景

好，枢纽地位突出，投资环境优

越，发展潜力较大。宝鸡港务区的

格局大，定位清晰，功能很全，在

全国独树一帜。协会将对宝鸡在

人才、技术、企业合作等方面给予

帮助和支持，与全国其他地区共

商、共建、共享，进一步加快推动

宝鸡港务区建设步伐。

本报记者 王怀宇

省内专家学者齐聚宝鸡——

共商食品产业发展大计
本 报 讯 4 月 24 日，陕西

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2021 年

学术年会暨中国·宝鸡食品产

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我市开幕。150 余名专家学

者、企业家齐聚宝鸡，聚焦食

品产业升级关键技术创新，共

话全省“十四五”食品产业发

展大计。

食品产业是陕西省重要支

柱产业之一。近年来，我省不断

加快食品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

技术创新步伐，目前已形成以

关中乳业、果业等加工为主体，

陕南茶叶、坚果和陕北红枣、马

铃薯等食品加工业为两翼的食

品工业体系。宝鸡是陕西省食

品产业发展的重要区域，近年

来，食品产业取得快速发展。宝

鸡《关于加快食品工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

市食品工业总产值达到 1200

亿元以上，主要农产品加工转

化率达到 80% 以上，农产品加

工业产值比达到 3:1。

本届年会由省食品科技

学会主办，省营养学会、食品

工业协会合办，宝鸡职业技术

学院承办。两天内，省内食品

行业专家学者聚焦我省食品

产业升级关键技术创新进行

交流研讨，提出要加强关键共

性技术协同攻关，开展绿色制

造标准体系建设，以科技创新

和技术进步形成食品产业发

展新动能，打造陕西食品产业

金字招牌，提高食品科技对产

业发展的贡献度。   （张蓉）

中铁宝桥再创两项世界第一
本报讯 4 月 24 日零时，中铁

宝桥参建的济南齐鲁黄河大桥南

跨 280 米钢拱肋成功合龙，一座壮

美的钢铁巨龙横卧在滚滚黄河之

上。至此，宝桥又创造了两项世界

第一 ：世界同类桥型跨度第一、宽

度第一。

齐鲁黄河大桥位于济南市

槐荫区、天桥区，是山东省济南市

第十一座跨黄河大桥。主桥结构

形式为下承式网状吊杆组合梁拱

桥，主桥长度为 1170 米，桥面宽

度 60.7 米，主拱采用提篮形拱。

在大桥建设中，宝桥承担了 280 米

北跨、420 米中跨和 280 米南跨，

共计 1.4 万吨钢拱肋的厂内生产

及桥位架设任务，技术复杂，质量

要求高，施工难度大。

据了解，自项目开工以来，宝

桥华北区域指挥部精心组织、科学

管理，并通过技术创新攻克了材质

特殊焊接难度大、高空作业安全风

险高、节点工期目标紧张的三大难

点，确保了三跨钢拱肋的如期成功

合龙，实现了高质量、高效率、高安

全的施工目标，为大桥 2022 年建

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怀宇 高贵林）

2021中国钛谷国际钛产业博览会聚焦

钛 耀眼 钛 精彩 钛 震撼
——2021 中国钛谷国际钛产业博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刁江岭

4 月 23 日,2021 中国

钛谷国际钛产业博览会圆

满落下帷幕。本届钛博会获

得巨大成功，取得安全平

稳、高效有序，隆重热烈、成

果丰硕，各方满意、好评如

潮的办展效果。这是一届

启迪未来、领航产业发展、

丰收务实的盛会，为我市

“十四五”钛产业站在新起

点，谋求新发展，实现新跨

越，注入了强大动力。

群英会聚盛赞宝鸡钛产业
本届钛博会邀请了院

士、专家学者、涉钛及应用

企业代表、重要客商等 500

余人，参会院士、专家人数

为历届钛博会之最，他们

对宝鸡钛产业评价很高，

寄予了希望。

中国科学院原党组

副书记、第三世界科学院

院士方新说 ：“中国科学

院和宝钛集团有长期的合

作，我们希望在钛的生产

工艺创新、产品开发方面

有更多的合作。”她在钛博

会上了解到，钛产业占宝

鸡GDP 的 25% 以上，已经

成为宝鸡的支柱产业，希

望宝鸡钛产业进一步打通

产业链、供应链、消费链，

真正形成千亿产业集群，

实现大发展。

“宝鸡的钛产业做得

有高度、很优秀，每次来都

能看到新亮点、新气象。

今年的展厅规模很大，展

品琳琅满目，我发现展会

一年比一年办得好，也充

分展示了我国钛行业的发

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何

季麟连续参加了三届钛博

会，他对本届钛博会评价

很高，尤其是看到今年展

会出现了很多民用钛产

品，他希望宝鸡的钛企业

在做好军品的同时，进一

步开拓民用、医用品市场。

中国科学院院士曹

春晓是中国航空工业钛合

金研究和应用的创始人之

一，他长期关注着宝鸡钛

产业发展。他说 ：“宝钛

集团是我国钛产业的领头

羊，是国家的‘宝’。”希望

宝鸡钛产业加速向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同时

围绕产业链招商，进一步

延链强链补链，宝鸡钛产

业前途无量。

“在宝鸡钛行业，国

营和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发

展，为我国钛工业做出了典

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钛锆铪分会副会长贾翃

看好宝鸡钛产业。“宝鸡钛

产业发展态势很好，形成了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

业生态。”科技部火炬中心

副主任张木说，他发现参会

代表多半来自省外，这说明

钛博会对全国乃至全球都

有较高的影响。

激荡思想凝聚共识共创未来
“新产品 新应用 新

格局”是本届钛博会的主

题，不论高峰论坛还是主

题论坛，都紧紧围绕主题

展开。每一场论坛，不仅专

家的演讲很专业，充满学

术研究气息，而且听众听

得认真，提问踊跃，现场互

动气氛热烈。

在“钛工业互联网暨

钛产业数字化发展论坛”

上，“宝鸡钛工业互联网平

台”举行了简朴的上线启

动仪式。一位民营企业代

表说 ：“专家演讲的内容

是钛产业的新技术和未来

发展的方向，专家研究的

有些问题，比如有色金属

冶炼方面的节能减排、产

品生产的降本增效，正是

我们企业现实存在、很难

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

题能解决，未来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会非常可观。”

在海洋及化工装备应

用论坛上，中国石油集团

公司高级技术专家宋生印

博士，在演讲中对比了碳

钢和钛合金钻杆在石油、

天然气钻采中的各种性能

指标，提出钛合金高抗疲

劳、高寿命、高强度、低密

度、耐腐蚀，如果能在降低

生产成本、防止阳极氧化

处理上取得突破，未来将

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宋生

印演讲刚一结束，观众席

上一个个问题抛了过来，

有企业代表请教生产工艺

解决方案的，还有同行的

专家探讨研究课题的，这

场论坛延时近 1 个小时。

在钛装备与检测装

备新技术新产品发布论坛

上，宝鸡高新智能制造技

术有限公司雷枫博士作的

题为《钛合金表面缺陷检

测系统》的报告，引起了

大家的兴趣。他的研究课

题是运用数控机床的数字

化、智能化优势，将钛锻件

置于一个密闭的环境中检

测表面缺陷，这样就可以

避免粉尘污染对工人的伤

害。报告刚一结束，观众席

上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本届钛博会期间，分

别举办了 2021 钛年会、钛

产业高峰论坛，还举办了

钛工业互联网暨钛产业数

字化发展、钛民品应用与

发展、海洋及化工装备应

用、钛产业技术标准、钛装

备与检测装备、医用钛材

应用等 6 个专题论坛，发

布了《2020 年中国钛工业

发展报告》《国内钛消费品

领域现状与前景》《钛材料

在临床应用中的发展现状

及未来趋势》等主题报告

51 篇，这些报告内容紧贴

行业特点、市场及企业应

用需求，具有很强的前瞻

性、指导性、应用性。很多

企业代表将这次钛博会作

为一个启迪创新思路的源

泉和研判未来发展趋势的

根据。

成果丰硕高效务实影响深远
钛博会在我市已连续

举办了四届，是目前全球

规模最大的钛产业专业展

会。今年是第四届，参展企

业达到 190 多家，是宝鸡

钛企业的 1.5 倍 ；首次搭

建了线上VR 云展，在大

会期间同步开放，赢得了

参观企业、行业人士点赞。

在展厅门前，一块国

内最长的钛/ 钢复合板吸

引了人们的眼球，这块板

材长 12 米，面积达到 36

平方米，是我市一家民营

企业采用一次爆炸复合成

型技术创造的世界纪录。

今年的钛博会展品涵盖研

发、生产、应用等整个钛产

业链，汇聚了行业前沿技

术和高端产品。 

眉县霸王河工业区

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

已经连续参加了四届钛博

会，他发现本届展会上首

次出现了钛合金锅，他说 ：

“钛及钛合金向民用方向

发展趋势明显，我们回去

后就得调整发展思路，开

发新产品。”他们企业长年

经营钛材产品，主要用于

工业领域，他说现在这个

领域同质竞争太激烈，利

润逐年降低，企业必须开

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4 月 21 日，钛博会举

办了项目签约仪式，我市

与江苏、湖南、广东等地企

业集中签约 14 个项目，达

成合作项目 29 个，总金

额 71 亿元，涵盖科创平台

建设、产业投资布局、合作

贸易采购三大类。4 月 22

日下午，举办了国际投资

合作洽谈会，共推介钛产

业相关项目 25 个。本届钛

博会，招商引资规模空前，

实现了招商引资向更深层

次、更广领域的跨越。

2021 钛博会的圆满

举办，对我市实施工业强

市“1459”工程，围绕“世界

钛都、中国钛谷”和建设国

际一流钛产业集群目标，

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中

心，实现“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钛

博会已成为宝鸡扩大开放

的重要窗口，企业开展合

作的理想平台，国际钛企

业进入中国、中国钛产业

走向世界的新渠道。让我

们为钛博会喝彩！

中铁宝桥参建的济南齐鲁黄河大桥

嘉宾参观钛博会展区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上接第一版）新城区不再出现

“城市看海”现象 ；在超出城市内

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条件下，城市

生命线工程等重要市政基础设施

功能不丧失，基本保障城市安全

运行 ；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到 2035 年，各城市

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

排水防涝能力与建设海绵城市、

韧性城市要求更加匹配，总体消

除防治标准内降雨条件下的城市

内涝现象。

《实施意见》从三个方面部署

了重点工作任务。一是系统建设

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实施河

湖水系和生态空间治理与修复、

管网和泵站建设与改造、排涝通

道建设、雨水源头减排工程、防洪

提升工程。二是提升城市排水防

涝工作管理水平。强化日常维护，

汛前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整

治，清疏养护排水设施，实行洪涝

“联排联调”，提升应急管理水平，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平

台建设。三是统筹推进城市内涝

治理工作。优化城市布局加强竖

向管控，强化规划管理与实施，加

快开工建设一批内涝治理重大项

目，强化监督执法。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 中 央、国 务 院 决 策 部 署，在

“十四五”时期加快治理城市内

涝，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加强保

障、健全制度，力争 5 年内见到

明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