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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答卷
 ——宝鸡推进县域经济稳步发展初探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

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

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

旺……”

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唱出了多少乡情、心声和希

望。宝鸡这座西部明珠城市，

全市人民在希望的田野上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精准把

握着农时。

农时不等人，机遇更不等

人。新时代的今天，宝鸡在发展

道路上迎来时代“考卷”——

县域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

这张“考卷”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宏观来看，全市土地面积的

73% 在县域，总人口的 61% 在

县域，全市经济总量的 50% 在

县域。那么，县域产业如何高质

高效推进？广袤乡村如何更加

宜居宜业？百万计的农民如何

更加富裕富足？一系列问题，

直接考量着宝鸡面向未来的魄

力与智慧。

“十四五”开局之年，随着

宝鸡市《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争先进位十条措施》（以下

简称《措施》）的出台，宝鸡开始

在这张历史性考卷上提笔“作

答”—— 

考题之一
首位产业“长”得快不快？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首位”动力，在县域经济发展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在

宝鸡的平川、山塬、谷地之中，孕

育出了多层次、多样化的首位产

业。眉县的猕猴桃和旅游产业、

凤县的花椒、陇县的奶山羊……

这些产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

特色化，更具有响当当的竞争力

和贡献值。

然而，放眼更大区域，或以

更长远的眼光去衡量，这些潜力

巨大的首位产业，依然需要迅速

成长。

按照《措施》，未来在县域

经济发展中，将“坚持特色化发

展，大力发展首位产业”，各县区

首位产业年均产值增速将高于

县域经济平均增速 5 个百分点，

或者占县域GDP 比重达到 50%

左右。

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

则商、宜游则游……作为各县区

发展的“火车头”，首位产业车轮

滚滚，动力十足。

在平原县眉县，太白山让

这里的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今春

以来，这里围绕“核心板块引领，

观光大道相连，山水田园映衬，

优美乡村交融，生态产业跟进”

的总体思路，不断加快文化旅游

发展由单一资源型向复合型、立

体型转变，促进文旅融合提档升

级，打响了“山水眉县、创意家

园”的文旅品牌。今年“五一”假

期，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短短

5 天，这里就接待游客 40.1 万

人，实现综合收入 1.23 亿元，同

比增长 16.6%。

在凤翔区，绿色循环产业

成为一大亮点。8.99 平方公

里的长青工业园内，以国电宝

二电为代表的电力能源、以东

岭集团为代表的金属和非金属

冶炼、以徐矿集团年产 150 万

吨甲醇项目为代表的精细化工

三大循环经济产业集群蓬勃发

展。日前，在宝鸡市凤翔高新区

长青工业园，由陕西橘子实业

有限公司投资 3 亿元的精细磷

酸盐及专用化学品项目正在快

马加鞭建设，预计很快就可投

产运营。

从凤县的花椒到麟游的煤

炭产业，再到岐山的汽车及零部

件产业……首位产业如同一台

台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为县域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下转第二版）

西凤酒技改扩建项目 ：

8条制曲生产线顺利投产
本报讯 西凤酒技改扩建项目一直备受关注。

近日，记者从承建该项目的中建安装华西公司了

解到，日前，制曲楼已正式交付使用，8 条制曲生

产线顺利投产，现代化曲块生产线的制曲产能较

此前翻了三番。

记者在新投产的制曲车间看到，大麦、豌豆等

粮食经六道工序“变身”为一个个长方形的黄色曲

块，从智能压曲机里批量产出，散发出淡淡的酒香

味，仅有少量作业人员在机器旁工作。“曲块压制、

发酵、粉碎等制酒前的工艺都在这里完成。”项目

执行经理苏海涛介绍，传统制曲流程中，每道工序

需 20 人，不仅成本高且效率低 ；现如今，生产流

程用工量大大减少，效率明显提高，这里每天最多

可产出 48384 块高标准曲块，每年可新增成品曲

33660 吨。不仅如此，项目还引入AGV 智能运输

系统，压制成型的曲块由机器臂自动码放在托盘

上，再由自动导引运输车将生曲块送入曲房发酵，

避免了人工运曲造成的损耗。

据了解，西凤酒技改扩建项目建成后，酿酒工

艺将更加智能化。           本报记者 周淑丽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1516 年出版的莫尔的《乌托

邦》一书静静躺在展柜里。同

时留在这座博物馆图书阅览

室地板上的，是一位伟人厚

重的足印。正是这位为人类

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马克

思，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

科学，从而广泛而深刻地影

响了世界，也广泛而深刻地

改变了中国。

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

会上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

胜利，使具有 500 年历史的

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

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

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数百年奔流激荡。曾经

苦难深重，如今意气昂扬。在

科学真理和崇高理想的指引

下，中国大地发生历史巨变，

我们无比坚定，社会主义没有

辜负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的顽强奋斗中，信仰的

光芒熠熠闪烁，伟大的事业青

春盎然，我们无比自豪，中国

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一）
走进江苏常州的瞿秋白

纪念馆，“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

光明的路”的誓言格外醒目。

中国共产党这个百折不

回的寻路者、大勇无畏的开

路人，面对种种考验、重重难

关，以愚公移山的坚定、精卫

填海的奉献，带领中国人民

走出了一条险峻而壮丽、艰

辛而宽广的中国道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

人民 100 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引领中

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这是一条在历史洪流中扭转民族命运、书写

人间奇迹的奋斗之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彷徨

困顿中，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柳暗花明”。从此，

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

“的”的伟大实践。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党领导人

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

路，建立了新中国。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我们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总结正反

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

程，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下转第三版）

推动宝鸡高质量发展  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月 7 日，2021 年高考拉开帷

幕。今年，我市共有 24710 名考生在

12 个考区的 29 个考点、853 个考场

参加高考。当天，我市交警、卫健、城

管执法等部门提前安排部署，结合考

点周边实际出动警力 800 余人，安排

60 余名医护人员守护在考点周边，全

力为广大考生营造通畅、安心、舒适

的考试环境。

交警部门：800余警力疏堵保畅
当天 8 时许，家住市区姜谭路的

一名考生前往渭滨区新建路中学考

试，因走得匆忙，忘记携带准考证，其

父发现后，立即下楼向交警求助。渭

滨交警大队铁骑分队民警鲁凡从其

父手中拿到准考证，立即骑车快速送

到考点交到考生手中，整个过程只用

了 8 分钟，受到现场群众的称赞。

据了解，高考前期，我市各县区

交警部门结合辖区交通特点，提前对

各考点周边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并制

定应急方案，安排警力疏导交通，全

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此外，还利用

“铁骑小分队”优势，加强路面巡查管

控，处理考试期间的突发事件。高考

首日，共出动警力 800 余人，帮助考

生 6 人。 

卫健部门：60余名医护人员随时待命
6 月 7 日 8 时 30 分许，金台区

斗鸡中学考点门口，一名考生突发

头晕、心慌症状，急需救治。在家长

万分焦急之时，在场提供服务的解

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87 医院医

护人员及时与考生、家长协商后，

将该考生送往医院检查。经过治疗

后，考生症状得到缓解，医护人员

在开考前 2 分钟及时将考生送到

了考点。

笔者了解到，为保障高考期间

考生顺利赴考，市卫健部门提前对

涉考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对考点及

周边进行预防性消毒。考试期间，

除加强对学校食堂、考点周边宾馆

和餐馆的检查外，市卫健部门还安

排 60 余名医护人员和 29 辆救护

车现场待命。

城管执法部门：重点查处噪音污染
“这几天，我们家附近不论白

天还是晚上，都比往常安静了许

多，这多亏了执法人员不定期的整

治。”6 月 7 日，家住渭滨区东一路

的考生杜明哲告诉笔者。据了解，市

城市管理执法局自 6 月 4 日起开展

“消音”行动，对全市 29 个考点周边

沿街叫卖、噪音污染等

问题，实行延时执

法、昼夜全时巡查

等方式进行重点

查处，全力为广大

考生营造安静、舒

适的考试环境。

国家航天局发布

天问一号任务着陆区域高分影像图
新华社北京 6 月 7 日电 7 日，国家航天

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着陆

区域高分影像图。图像中天问一号着陆平台、

祝融号火星车及周边区域情况清晰可见。

影像图由天问一号环绕器高分辨率相

机，于 6 月 2 日 18 时拍摄。图像右上角有两

处明显亮斑，靠上的亮斑由两个亮点组成，

较大亮点为天问一号着陆平台，较小亮点为

祝融号火星车。以着陆平台亮点为中心，周

围区域颜色较暗，据分析，可能是降落过程

中受到发动机羽流影响造成。

此外，着陆平台南北方向，存在对称的喷

射状亮条纹，可能是着陆后着陆平台钝化时

吹除了较细的尘埃形成。图像中部亮斑为降

落火星过程中抛离的背罩及降落伞组合体，

其中背罩为圆形亮点，降落伞为长条状亮点。

图像左下方向，存在另外一处明显的亮斑，为

降落过程中抛离的防热大底。

截至 6 月 6 日，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

面已工作 23 个火星日，开展环境感知、火面

移动、科学探测，所有科学载荷设备均已开

机工作，获取科学数据。环绕器运行在周期

8.2 小时的中继轨道，为火星车科学探测提

供中继通信。

高考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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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齐峰果业的员工在分拣猕猴桃（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刘亚媚 摄

交警护送考生前往考点（市公安交警支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