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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横渠镇豆家堡村：

建起生态果园
村民务工赚钱

连 日 来，眉 县 横 渠 镇
豆家堡村村民忙着采摘大
樱桃。

2016 年，豆家堡村与陕
西雪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达
成协议，建设百亩生态果园。
目前已栽植樱桃、猕猴桃、油
桃、红肉苹果等 10 多个品种
应季水果。生态果园采用“保
底 + 分红”模式，每年为村民
分红。农忙时节，优先聘用本
村村民进园务工，每人日均
增收 80 元。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摄

养殖林麝拓富路
日前，记者在凤县平木镇

烧锅庄村看到，村民邓林强正
忙着准备“产房”，迎接麝宝宝
的到来。邓林强是村上的养林
麝大户，2010 年开始学养林
麝，从起初只养了两三对，到今
年已发展到 15 对，大小 30 余
头，去年靠卖林麝收入达到 29

万余元。在他的带动下，许多村
民也跟着学养林麝，到今年，该
村养林麝村民已有 34 户，存栏
420 余头。2020 年，烧锅庄村
靠销售林麝、麝香等，综合收入
达到 200 余万元，村民逐渐走
上了致富路。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摄

宝鸡两家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全国获殊荣
本报讯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

非公企业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

研讨会上，我市东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围绕发展抓党建 抓好

党建促发展”工作获评全国非公企

业党组织最佳实践，西建集团党委

“党建引领 助力非公经济实现两

个健康”工作获评全国创新案例。

据了解，陕西省仅有这两家企业在

会上获得殊荣。

近年来，金台区非公企业党建

始终聚焦“党建领航，铸魂强基”主

线，坚持“党建兴、企业强”理念，把

加强政治引领摆在非公企业党建的

突出位置，先后打造出了东岭集团、

西建集团等非公企业党组织特色党

建品牌，营造了非公企业听党话跟

党走的浓厚氛围。东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始终将党建工作融入生产、

经营、管理各方面，实现基层党组织

对一线党员的教育引领全覆盖。西

建集团党委筹建成立的宝鸡西建非

公党建学院，成为我市 2020年深化

改革创新项目。目前已有北京等地

3万余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周淑丽

让党史知识深入人心
市农业农村系统举行党史知识竞赛

本报讯 市农业农村系统以“学

党史、颂党恩、守初心、促振兴”为主

题的党史知识竞赛决赛，5 月 27

日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市农业机械

化发展中心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此次竞赛，是市农业农村系统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

5月初开始，他们通过闭卷考试方

式开展党史知识竞赛初赛，经过层

层选拔，最终 6支代表队进入决赛。

党史知识竞赛决赛分为必答题、选

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四个环节。决

赛当天，从预赛中脱颖而出的代表

队选手们个个摩拳擦掌。“中国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谁？”主持

人读完题，选手们听到“答题开始”

后，纷纷按下手中抢答器，整个环节

扣人心弦。为了增加现场互动性，比

赛还设置了观众答题环节，在比赛

间隙，主持人每出一道题，很多观众

踊跃举手答题，气氛热烈。

                （温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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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谁的技能好
宝鸡市第二届工程机械操作技能竞赛开赛

本报讯 5 月 27 日，宝鸡市第

二届工程机械操作技能竞赛在宝

鸡高新区开赛。

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协主

办，旨在为全市工程机械技能人

才提供一个展示技能、切磋技艺

的平台，通过竞赛发现、发掘高技

能拔尖人才，进一步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本届竞

赛共有报名单位 30 余家、报名选

手 200 余名。

据了解，本届竞赛为期三天，

竞赛内容分设四个工种，分别是

挖掘机、装载机、叉车、起重机作

业实践操作。

徐工集团机械实操手在开赛

仪式上表演了大型机械操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曹海芹宣布开赛。 （宋文君）

陇县 ：

检查督改工作  确保整改到位
本报讯 近日，市生态环境局

陇县分局及陇县住建局、畜产局

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检查生

态环境保护边督边改工作，确保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问

题全部整改到位。

检查组一行来到和氏杜阳牛

场、众德汇陶瓷有限公司、大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陇县垃圾处理

场等地，实地查看生态环境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听取了相关负责

人的情况汇报，并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现场指导，要求相关人员按

照时间节点，依法依规做好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检查组要求，各部门要以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为目标，按照生态环境保护边督边

改相关要求，加快整改进度，全面

落实整改要求。要高度重视、密切

配合，对发现的问题短期内不能解

决的，要建立清单、压茬推进、销号

管理。严格落实责任，健全工作机

制，跟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严格督查问效，按期完成各项

整改任务。             （张蓉）

宝鸡农特产品亮相秦巴农洽会
本报讯 5 月 27 日，

第三届秦巴山区绿色农

林产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在四川省巴中市开幕。

我市携带苹果、花椒、蜂

蜜、猕猴桃、赤松茸、蒲

公英等 80 多种优质农特

产品参会（见右图）。
秦巴农洽会是泛秦

巴山区兄弟市( 县、区)

共同搭建的一个对外开

放合作的大平台。本届

以“绿色秦巴，开放共

赢”为主题，会期三天，

来自 31 个成员方，350

余家参展商，共计 3000

余种特色优质农林产品

参展。

在展会现场，我市

农特产品受到外地客商

和当地群众的青睐，不断

有人前来购买和洽谈合

作事宜。“宝鸡苹果和猕

猴桃真好吃！”许多巴中

市群众这样说。一位绵阳

客商表示，今后要加强与

宝鸡农特产品生产企业

合作，携手共赢发展。

据了解，我市渭滨

区、岐山县、太白县、凤

县、陇县等八家农特产品

生产企业参加本届秦巴

农洽会。

本报记者 王怀宇

快评
西秦

一生干好一件事
胡宝林

近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
孟超两位院士去世，成千上万
的人表达崇敬和怀念之情。两
位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科
学家，以自己一生对事业的不
懈追求和奋斗，在人们心中树
起了精神的丰碑。他们身上有
许多值得人们学习的优秀品
质，其中一个共同的品质是 ：
一生干好一件事。这种一生认
准一件事、坚持一件事、干好一
件事的精神非常宝贵。

一生认准一件事。一生很
长也很短，看起来有很多事可
干，其实回头来看，也干不成几
件事。一生认准一件事，认准一
件适合自己，也能对他人、对社
会、对世界有益、有贡献的事
情，是安身立命的大事。这件
事，对袁隆平来说，就是研究
杂交水稻培育，不断提高产量，

努力实现“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梦”；对吴孟超来说，就是不断
推进肝胆外科的研究，解除更
多病人的病痛。自己认准的那
件事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应该
好好想一想，特别是年轻人。

一生坚持一件事。专注
和坚持，是事业成功的推进
器。眼花缭乱，见异思迁，浅
尝辄止，往往难以成事。特别
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信息时
代，机 会 多，诱 惑 和 干 扰 也
多，导致人心态容易浮躁，难
以静下心来，专注于该干的
事，以至于浪费了好多时光。
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像袁隆
平、吴孟超一样，专注于自己

选择的事，风里雨里，顺境逆
境，坚持奋斗到老，以自己奋
斗的成果造福更多的人 ；不
管世俗怎样看待，将一件看
似简单的事做几十年，将小
事做成了不起的事。

一生干好一件事。这个
好，是价值大、成效好、贡献
大，有功于社会，有益于世道
人心。这个好，坚持的是社会
标准，而不是自我感觉，以人
民群众的公认为衡量标准。一
生干好一件事，就是要尽自己
所有力量把自己认准的事力
争干得尽善尽美，就是要通过
自己的努力把事业推进到新
的发展阶段、新的水平，造福

更多的人。当然，众多的人可
能一辈子都做不出像袁隆平、
吴孟超那样的开创性成就， 但
学习他们的精神，坚持认准的
事，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提升
业务能力，努力为他人服务，
勤勤恳恳奋斗一辈子，做一个
好农民、好工人、好教师、好医
生、好科研工作者、好服务员，
等等，却是可以做到的事。这
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是人生
价值的实现，是无悔的人生。

本报讯 你的社保卡涉嫌违

法套现，银行卡将被冻结……前

不久，市民梁女士突然接到陌生

来电，因为这个电话，她被骗走

两万多元。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

警提醒广大群众，接到社保卡涉

嫌透支消费或提示领取社保补

贴等电话或短信，一定不要轻易

相信，这些可能是涉及社保卡的

电信诈骗。

今年 1月 11 日，受害人梁

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浙江宁波社

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梁

女士的社保卡涉嫌违法套现、透

支，将冻结其名下的银行卡。一时

间，梁女士有点手足无措。对方听

到梁女士在电话里挺着急，就说

可以帮助把电话转接到“上海市

公安局嘉定分局”询问一下情况。

很快，在对方的帮助下，梁女士与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的“民

警”取得联系。“民警”要求检查梁

女士银行卡流水是否正常，并要

求其转款，梁女士按对方要求操

作，通过手机银行给对方账户转

了24800元。可这笔款项转出后，

梁女士却迟迟没有等到钱款返还

的信息。直到此时，梁女士才意识

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

民警介绍，自从社保卡加载

金融功能后，骗子抓住人们越来

越看重社保卡的心理，不断升级

骗术。目前，针对社保卡的电信诈

骗手法比较常见的有两类。第一

类就是冒充社保工作人员，谎称

受害人社保卡涉嫌违法套现、透

支或被冒用等，诱骗当事人提供

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密码等个人

信息，并将资金汇入所谓安全账

户。第二类就是假借通知领取社

保补贴，犯罪嫌疑人一般使用短

信等方式向受害人发送虚假信

息，要求受害人回拨短信中提到

的电话号码，再让受害人按照对

方提示在ATM机上使用英文界

面进行操作，完成转账汇款。

对此，民警提醒广大市民，生

活中要警惕以“社保”名义获取个

人信息的电话或短信，不要向来

历不明的人透露自己及家人的相

关信息，切勿向不明账户转账汇

款，谨防电信诈骗。如果在社保卡

使用中遇到问题，可拨打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电话，也可

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咨询社保

业务，涉及银行业务的咨询请到

对应银行网点办理，以防受骗。

本报记者 鲁淑娟

社保电信诈骗花样多
接到电话短信要小心

每周一次党史课 ：

我市举办第十一场报告会
本报讯 5 月 27 日下午，我市

举办第十一场“每周一次党史课”宣

讲报告会。本次报告会由陇县县委

承办，陇县县委党校讲师陈烁以《中

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解读；

固关战斗及张仲实的革命故事》为

题，进行了宣讲。

陈烁从召开背景、大会概况、

历史贡献三个方面，系统解读了中

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内

容。陈烁讲述了固关战斗的历史背

景、战斗经过、战斗结果、战斗意义

及战斗精神对新时代的现实启示，

还分享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杰出

代表张仲实的革命故事。整场报告

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聆听报告的干

部纷纷表示收获很大，将扎实学习

党史，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

进力量，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

行，1000余人聆听了报告。

本报记者 李小玮

擦亮眼      防骗子
识破电信网络诈骗伎俩（10）

党史问答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本报特开设

“党史问答台”，敬请关注。

扫二维码学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