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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闻

本报讯 在一些追星族的

心中，自己喜欢的明星地位很

高。骗子就抓住“粉丝”对偶像

的痴迷，冒充明星接近“粉丝”，

设下陷阱骗财。前不久，扶风县

一个女孩就因疯狂迷恋明星掉

进了骗子设下的圈套，被骗了

4.8 万元。

受害人刘某今年 14 岁，是

扶风县某中学的学生。今年 3

月 13 日，她在刷短视频时，无意

中看到一段偶像自拍录制的视

频。在视频的结尾处写着明星

的QQ号。刘某忍不住试着加了

一下“偶像”的QQ 号。没多久，

刘某便发现自己顺利通过了“偶

像”的验证，正式与其成了网络

好友。对方问刘某要不要自己的

签名照，然后以获得签名照需要

支付一定费用为由，让刘某转账

才能获得签名照。在“客服”的欺

骗和诱导下，刘某又加入一个粉

丝群，使用自己母亲的手机以群

发红包的形式进行了 8笔转账，

每笔 6000 元，总计 48000 元。当

天晚上，刘某的母亲发现钱不见

后，才得知其女儿上当受骗了，

立刻报了警。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

提醒，理性追星，不要让喜欢

成为一种疯狂。对于自称明星

的人添加你为好友或拉你入

粉丝群等情况，要保持警惕，

一旦对方以各种名义向你要

钱，应立即拒绝并予以举报。

购买明星演唱会、活动门票，

要通过正规票务平台，涉及转

账、汇款等交易时，务必核实

信息。     本报记者 鲁淑娟

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
宝鸡市首届“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宝鸡的标准制定者越来越多
潘国利

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
领时代进步。一个行业牛不牛，主
要看其掌握的标准有多少。在经
济全球一体化发展格局下，哪座
城市的“标准制定者”越多，哪座
城市创新力就越强，发展话语权
也就越大。

标准制定，是提升城市核心竞
争力的有力抓手。标准化是对社会
生产和服务活动的技术要求进行统
一规范的行为。日前，我市又发布出
台了 6 个宝鸡市地方标准。截至目
前，宝鸡企业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
际标准、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数
量再创新高，“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
标提升专项行动”参与企业数居全
国第十九、全省第一，足见宝鸡在这
方面的实力。我们都说一座城市要
有核心竞争力，这个竞争力强弱，一
定程度上就体现在辖区标准制定者
的多与少上。以企业为例，其在标准
制定中，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整体实
力，而且提高了所在城市的知名度。
因此，通过标准化战略的实施，城市
竞争力将稳步提升。

标准制定，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标准在保障产
品质量、促进商品流通、维护公平
竞争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标
准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可以说，高标准是高质量发展
的前提，通过培育更多的标准制
定者，将让高质量发展更有活力、
更有动力。

标准制定，要瞄准国际抢占
先机。一个行业的标准，谁先制定
谁就拥有更多的市场定价权以及
话语权。只有瞄准时代前沿，抓住
一切有利机会，才能在标准制定中
拥有一席之地。我们要通过多种
举措，积极培养各个行业的“标准
制定”领跑者，让宝鸡的“标准制定
者”越来越多。

2021 年 4 月“中国好人榜”发布——

宝鸡养路工林会军光荣上榜
本报讯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

布 2021 年 4 月“中国好人榜”，宝

鸡养路工林会军榜上有名，被评为

“见义勇为好人”。

林会军今年 57 岁，是金台区

农村公路发展服务中心硖石养路队

队长。2019 年 8 月 26 日，家住金

台区硖石镇林家村引渭渠边的一位

六旬老人，在引渭渠边清洗皮门帘

时，由于渠边台阶湿滑，不小心掉进

了 4米多深、水流湍急的引渭渠里。

村干部立即组织村民赶往现场营

救，当时正在开党员大会的林会军

听到有人呼喊“赶紧救人呀，有人掉

进渠里了。”他立即和其他村民一起

奔向引渭渠边。眼看着老人在水中

挣扎，即将被淹没，林会军不假思索

脱掉衣物进入渠水中救人。由于水

流湍急，施救难度较大，在村民们的

共同努力下，落水老人得以上岸。之

后，林会军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

林会军先后被评为宝鸡市

“十佳养路工”，宝鸡市农村公路系

统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员，是

2019 年“宝鸡好人”、2020 年“陕

西好人”上榜人物，受到省市相关

部门表彰。

本报记者 马庆昆

追星遇李鬼  被骗四万八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潜水器用钛合金载人球壳研发科技团队 ：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前不久，为协助救援印

尼失事潜艇，中科院科考船搭

载的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

号先后完成十多个潜次的勘

测任务。看到这则新闻，宝钛

集团有限公司潜水器用钛合

金载人球壳研发科技团队感

到无比骄傲，因为“深海勇士”

号的球壳就出自他们之手。

“载人深潜技术历来是

深海技术的制高点。”宝钛集

团新品开发处处长王永梅教

授说，2010 年至今，宝钛集

团陆续承担了“深海勇士”号

和“奋斗者”号的最核心部

件——载人球壳研发任务。

项目研制成功，对我国深海

载人探测装备实现与国外先

进技术由“跟跑”迈入“并跑”

再到“世界领先”的历史跨

越，起着决定性作用。该团队

核心成员只有 14 人，他们相

继攻克了材料研制、制造工

艺以及其他“卡脖子”技术，

在“奋斗者”号载人球壳研制

过程中，将原本需要 8-10 年

才能完成的研制工作，压缩

到 4 年完成。2020 年 11 月

10 日，我国自主设计研发的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

10909 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

成功坐底，消息传来，宝钛集

团办公大楼里，一片欢呼声，

参与研发制造球壳的工人和

技术人员一边看电视直播，

一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

的？王永梅说 ：“我们生活在

一个伟大时代，这些千载难逢

的好项目，具有很大挑战性，

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心

无旁骛，专心攻克科研难题，

我们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也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麟游县 ：

老旧小区变脸  小细节暖人心
“老旧小区改造这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房子

装上保温层以后，今年冬天一定会更暖和。”麟游县

宏达新村一居民高兴地说。连日来，在麟游县城，老

旧小区改造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麟游县认真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针对老

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居民特别关心的焦点问题，该县

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列入县级层面十五个“我为

群众办实事”项目，共投资 13905 万元，计划改造老

旧小区 47 个共 77 栋住宅楼，改造面积达 38.48 万

平方米。为了保证工作质效，该县主要领导分头包

抓，积极到一线走访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在对老旧

小区楼房进行外墙保温、屋面保温施工，供水、排水、

供热、燃气管道改造的同时，还规划新建了停车位、

充电车棚、垃圾分类亭等便民设施，获得了群众交口

称赞。目前，该县已完成 2 个小区 4 栋楼 165 户的老

旧小区改造任务，项目完成后，还将由县委巡回指导

组进行检查评估，并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对不达标

的限期整改。                 （张敏涛 张晓宇）

306 省道良舍至两亭公路改建工程 ：

两亭隧道顺利贯通
本报讯 6 月 1 日，笔者从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306 省道

麟游县良舍至两亭公路改建工

程两亭隧道顺利贯通。

306 省道是关中西部地

区连接旬邑县、彬州市及麟

游县的重要道路，良舍至两

亭段公路改建项目于 2018

年 8 月动工，全线长 27.4 公

里，起点位于九成宫镇良舍

村，与合（合阳）凤（凤翔）高

速良舍出口连接线相接，终

点在两亭镇以南马新庄处与

244 国道相接。该公路建成

后，将大幅提升麟游县境内

干线路网质量等级，缓解区

域交通压力，解决煤炭及农

产品等外运难题。

据了解，两亭隧道于 2020

年 4 月中旬开始施工，全长

878 米，施工过程中，曾多次

邀请专家召开施工安全分析

研讨会，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

工，该隧道于 5 月 31 日顺利

贯通，为良舍至两亭段公路顺

利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截至目前，该段公路改建

工程主体已完成 91%，全线桥

梁路基已基本完成，剩余工程

正在抓紧施工，预计将于 6 月

底建成通车。

（王菁）

5条蛇溜进农家
消防员及时捉拿
本报讯 “我家里一下子来

了好几条蛇，太吓人了，能不能

帮我处理一下？”6 月 2 日，陈

仓区贾村镇咀头村一村民拨打

119 称家中有蛇，请求帮助。接

警后，市区新华路消防救援站

消防员立即出动，迅速把 5 条

蛇制伏，隐患得以排除。

当天 9 时，到达现场，消防

员立即对现场进行勘察，发现

了 5 条蛇，其中一条蛇长约 1.5

米，懒懒地“躺”在村民家院外的

道路上，一条蛇盘在屋内的房梁

上，另外 3 条藏身在院内的木柴

堆中。掌握现场情况后，三名有

经验的消防员做好防护措施，利

用专业器材先后将 5 条蛇一一

“捉拿”，装入编织袋内（见右
图）。随后，消防员在远离村庄的

山林内将蛇放归大自然。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夏天

是蛇类捕食、繁殖的季节。白

天，蛇一般喜欢躲在草丛、树林

或石缝里，到了傍晚和夜间，就

会出来溜达和觅食。此时应少

去山区或草木茂盛的地带。另

外，雨后也是蛇类活动的集中

时间，大雨过后洞穴泡水，很多

穴居动物都会出来活动。如果

发现家中有蛇，千万不要擅自

处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不

幸被蛇咬到的话，也一定要迅

速拨打 120 进行求助。

       本报记者 张敏涛

快评
西秦

擦亮眼      防骗子
识破电信网络诈骗伎俩（15）

宝鸡市畜牧兽医中心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团队 ：

全力以赴服务三农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在西秦大地，有这么一

群人，从“云平台”到养殖场，

他们用认真执着、精益求精的

精神服务“三农”；用默默付

出、不求回报的坚守，指导科

学养殖，践行着对乡亲们的承

诺——他们就是市畜牧兽医

技术服务团队。

2018 年以来，非洲猪瘟

疫情在全球蔓延，我市生猪存

栏保持在百万头左右，如何阻

拦疫情进入宝鸡，确保全市农

业生产安全？市畜牧兽医技

术服务团队积极行动起来，他

们加强监测，对全市生猪养殖

实施网格化管理，做到存栏生

猪春秋两季 100% 免疫 ；在

屠宰环节，加强检疫力量 ；在

进出市区的各个检查站，设专

岗严查疫情地区的生猪进入

我市。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

显著效果，我市未出现非洲猪

瘟疫情。

去年，在 2020 数字陕西

建设高峰论坛上，市畜牧兽医

技术服务团队开发的“宝鸡智

慧畜牧业大数据平台”，入选

当年数字陕西建设优秀成果

和最佳案例。这个平台，以“互

联网、物联网、区块链、5G、

生物技术”为核心技术，建立

了省、市、县、镇四级动物信息

网络化管理系统，实现了从动

物入栏、养殖、防疫、出栏、检

疫、无害化处理、运输、屠宰、

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动态

监控和追踪管理，让全市动物

及其产品检疫合格率均达到

100%，保障了养殖业安全生产

和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红领巾变身小法官
金台区“法院开放日”让学生零距离接受法治教育

本报讯 日前，金台区人民法

院邀请东仁堡小学 50 余名师生走

进法院，开展“与法同行”法院开放

日活动，让师生们全面了解法院工

作和法治文化，引导青少年扣好人

生“法治扣”。

活动中，孩子们分别参观了诉讼

服务中心、安检区域、科技法庭和少年

法庭，讲解员详细介绍了法院的职能、

诉讼服务中心的作用，以及网络调解

平台和自助立案、远程视频庭审流程

等（见左图）。在庭审模拟环节，同学们

第一次试穿法袍、试敲法槌，变身“小

法官”主持庭审，亲身感受了法庭的庄

严和法律的威严，当了一次“小法官”。

在互动环节，法官们还就遭遇校园欺

凌该如何自我保护、《民法典》中未成

年人财产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向

师生们作了生动阐释，并告诉孩子们

当受到不法侵害时，一定要学会拿起

法律的武器来维权。

“这次活动，让我对法院有了直

观的认识，充分感受到了法律的威

严。我们要学好法律知识，做知法守

法的好少年。”东仁堡小学五年级一

班的潘瑞说。            （田艺）

施工人员在处理墙面

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新期盼
树 立 政 法 队 伍 新 形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