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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宝鸡税务 ：

5G速度服务5G企业
“自 2014 年以来，实现留抵退

税 3861.67 万元，减税降费让我们

有更多的资金投入 5G基站、通信

设施建设上，有力支撑和服务‘数字

宝鸡’战略落地。”中国铁塔宝鸡市

分公司负责人表示。

7月 21日，宝鸡市税务局上门

走访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

公司，掌握企业的建设发展情况，了

解企业诉求，建立税收服务联络点，

为企业提供主动化、个性化服务，实

时帮助企业解决税收疑惑和难点问

题。“咱们税务部门对企业的助力，

是企业发展最大的底气！”企业负

责人说。截至目前，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宝鸡分公司已建设完成 5G

塔类基站 1359个，高质量完成了近

582个 5G网络覆盖建设项目。

“企业铆足劲加速发展步伐，

我们税务部门就要跟上节奏，精准

落实政策，提供优质服务，为企业创

造优良的税收营商环境。”市税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用足用实政策

推进企业建设，帮助企业抓住发展

红利，让税收服务水平实现 5G速

度增长。

据了解，下一步，宝鸡市税务

局将陆续推广一企一策、网上办税、

预约办税、24小时不打烊代开税票

等纳税服务，用

5G 速度将税收

“管家服务”便利

惠及每一户企业，

为宝鸡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贡献。

（魏陶琳 廖展）

做强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市领导赴陈仓区调研农旅融合项目

本报讯 7 月 23 日，市委常委、

副市长毕晓男赴联系点陈仓区香

泉镇王家庄村调研农旅融合项目，

并检查陈仓区旅游景区汛期安全

工作。

近年来，王家庄村充分挖掘历

史文化资源，结合交通区位优势和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旅融合项目，

被确定为陈仓区首批农旅融合示范

村之一。今年以来，该村新建改建了

文化广场、游客驿站、研学中心、非

遗陈列馆等基础设施，在提升景区

品质的同时，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

环境、提高了农民人均收入。毕晓男

强调，陈仓区要坚持高起点定位、高

标准规划、高效率推进，发展乡村产

业，弘扬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随后，毕晓男前往九龙山、大水

川旅游景区检查汛期安全工作。她

指出，当前进入汛期，暴雨洪涝灾害

多发，同时正值暑期，游客接待压力

加大，要加强对景区灾害的科学监

测和有效防控，完善应急预案，开展

应急演练，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景

区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配备，切实

保障旅游服务质量，坚守安全底线。 

   本报记者 祝嘉

本 报 讯 7 月 22 日，

笔者在扶风县天度镇永

平村看到，海大扶风益豚

天度鲁上现代化种养生

态农业综合项目加紧建

设中，大型起重机正在平

整地基，工人们忙着搭建

钢筋架，呈现出一派热火

朝天的施工景象。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

610 亩，计划总投资 4.6 亿

元，项目建成后，年出栏育

肥商品猪 24 万头，年产值

6.5 亿元，亩均产值 114 万

元。项目采用循环经济模

式，建成后，猪粪便能给附

近农田提供有机肥料，提

升土壤和粮食品质，同时

周边种植业可为生猪养殖

提供喂养饲料，形成种养

结合的绿色发展格局，达

到环保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

“我是本地居民，在

这里干活每天能收入 300

元左右，离家近也能照顾

上家，工地还提供住宿，

方便我们休息。”正在固

定钢筋的工人张彦虎说

道。目前，该项目 80 万方

的土方工程已完成 90%，

正在修建两沟之间的连

接路及底部管涵、挡墙。

项目负责人赵均均介绍，

“预计年底完成项目建

设，届时可带动周边 400

多人就业。”

（白宁宁 李依涵）

陈仓区牧原生猪养殖项目 ：

一期猪舍即将交付投用

市纪委监委召开推进会
督促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

本报讯 7 月 23 日下午，市纪

委监委召开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工作推进

会。会议传达了全省纠“四风”树新

风工作推进会议精神。通报了市纪

委监委针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作风建

设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

题、公务用车办公用房整治等 3个

方面工作开展督导调研的情况。

会议要求，要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

问题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紧密结合，各县区党委、政府和

市级牵头部门要深化认识，提高站

位，切实增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

出问题的使命担当。要突出重点，

靶向发力，坚决把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解决好。要强化领导，创

新举措，努力提升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突出问题的实际成效。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执纪问责，每

个领域都要通过查办典型案件形

成有力震慑，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不断放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的综合效应。

会上，金台区、渭滨区政府，市

住建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就相

关整治任务推进情况作了汇报。

( 邓亚金 徐小楠 )

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 上接第一版）要密切关注风险较

高地区的雨情、水情和天气变化，科

学研判、超前谋划，做好预案、提前

部署，组织全方位排查，及时消除隐

患，确保灾情一旦出现能够迅速科

学高效开展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平

稳度汛。

二、防汛一线部门单位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迎难而上，

勇当抢险救灾主力军。各级防汛指

挥、应急管理、水利、公安、交通运

输、电力、通信和物资保障等部门单

位党组织要加强统筹协调，科学调

配救援保障力量，通过组建“党员突

击队”、设立“党员先锋岗”等形式，

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冲锋在第一线、

战斗在最前沿，坚决打赢抢险攻坚

战，同时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民政、卫生

防疫等部门单位党组织要积极投身

抗灾救灾，帮助和支持灾区恢复生

产生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扎实做

好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

因灾致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要

加强党组织联动，推动各部门各单

位工作协同，形成“一盘棋”，凝聚起

抢险救灾的强大合力。

三、受灾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身而出，让党

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要把

防汛救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务，

积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人

心、鼓舞斗志，团结带领群众筑起守

护生命的坚强战斗堡垒，成为受灾

群众的主心骨。要坚决落实包保责

任制，组织党员群众严防死守，强化

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

设施安全防护，加强轮流值班、监测

预警、堤库巡查、应急处置等，做到

责任到位、巡查到位、措施到位，及

时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街道（乡镇）、

社区（村）党组织要及时安排党员干

部深入楼栋、村组逐户排查受灾情

况，解救被困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

饭吃、有衣穿、有住处、有干净饮水，

有病能够及时医治。灾情特别严重

的地区，要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下沉

防汛救灾一线，推动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就地转化为防汛救灾队，带

动广大群众战胜灾害、渡过难关。

非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积极行

动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全力帮助和支

持灾区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充

分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立足职

责、主动作为。注意在防汛救灾第一

线考验考察干部，把在防汛救灾中

的表现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

指导基层党组织发现和考验入党积

极分子，对表现突出、符合条件的，

及时发展入党。注重发现和总结防

汛救灾中涌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优秀共产党员典型，广泛宣传他们

的感人事迹，营造不畏艰险、敢于胜

利、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

扶风县海大扶风益豚项目 ：

土方工程完成90%

( 上接第一版）这台精锻机，总重

量达 800 余吨，锻造压力达 950 余

吨，然而，这么个大家伙，却最善

于出细活儿，只需将相关数据输

入自动化控制系统，就能在短时

间内实现“毫米级”精工锻造，这

对钛产业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这台‘宝贝’的锻造精度在亚

洲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范

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张照明说，

现在企业年产值不过二十多亿元，

在这台精锻机全面投产后，他们公

司将在钛产业精锻加工领域成为行

业领跑者，有信心年产值一跃突破

“百亿元”大关。

未来该企业还将下大力气打造

钛产品交易和客服中心，真正为“中

国钛谷”宝鸡的腾飞增添新的活力。

引进利器  解卡脖子难题 

( 上接第一版）上世纪 90 年代，

宝石钢管一位负责人随中石油

装备制造代表团访美，千里迢

迢去美国公司访问，却被挡在

门外吃了闭门羹，美国公司担

心被偷师学艺。 

回国后，宝石钢管立誓要

攻克连续油管技术瓶颈。2006

年，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宝

石钢管展开科研攻关。2009年，

建成了亚洲第一条、世界第三

条连续油管生产线，由此引发

国际市场的快速反应，原先每

吨 1 万美元的连续油管市场价

格，降至 6000 美元/ 吨，原本

1 年至 2 年的交货期，也缩短到

3 个月。如今，在国际市场，宝石

钢管的连续油管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名片。

今年上半年，宝石钢管取

得悉尼桩管、肯尼亚桩管等项

目 3000 多吨输送油管订单，

俄罗斯、印度 900 多吨连续油

管订单，同比增长 81%。如今，

宝石钢管是我国最大的可生

产油气输送管、油套管和连续

管的专业化焊管公司，2011

年建成行业唯一的国家油气

管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石

油管材行业的国标和行标主

要起草单位。 

集群聚起来
抱团发展谋共赢  

十多年前，在宝石钢管和

宝石机械附近，出现了很多与

石油装备相关的小企业，它们

将厂房就建在两户龙头企业附

近，这些小微企业同质竞争、互

相厮杀，发展环境恶劣。

2010 年，美国墨西哥湾发

生石油泄漏事件，酿成一场经

济和环境惨剧。事后，专业机构

对海底铺设的石油管线进行调

查，发现油管上的密封环竟然

完好无损。经过一路追踪，发现

这个神奇的密封环竟是中国宝

鸡一家民营企业生产的。这一

发现引起全球知名石油装备机

械企业阿克公司关注，宝鸡市

渭滨区怡鑫金属加工厂于是成

为这家世界 500 强企业亚洲唯

一供货商。  

2011 年，宝鸡高新区规划

了高端装备产业园，利用宝石

机械、宝石钢管、住金石油、智

邦石油、瑞通石油、宝石特种车

辆等企业雄厚技术实力，鼓励

中小企业为其提供配套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形成龙头企业带

动、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配套

格局。

“我们用政策和服务吸引

企业进园区发展，怡鑫金属把

公司从农村民房搬进园区，短

短几年时间，企业出口创汇从

几百万美元，增长到几千万美

元。”宝鸡高端装备产业园负

责人贾恒说，“发展产业集群，

以核心企业为发展龙头，打造

有特色的石油装备制造基地，

最大的好处是实现了集群式

发展，产生了集群效应和规模

经济。”   

园区为企业提供了优越

的生活、交通配套，在政策、资

源、人才方面，能够给予企业

鼎力支持。10 年时间，园区形

成一条从钻采设备、零部件、

传感器的应用到检测的产业

链，不论是外地客户、还是本

地企业，在宝鸡都能得到石油

装备制造成套、成系统的一条

龙式服务。目前，园区有 72 家

企业，还有一个国家级第三方

校准实验室——宝石石油量规

检测中心。

产业链起来
加强协作促发展

在我市，石油装备制造产

业形成了以大型成套钻采设

备、泥浆泵、油气管道及井田工

程设备为重点的产品格局，并

延伸产业链，面向世界提供海

洋钻井集成设计、研发和提升

改造专业服务，实现从生产到

服务的全链式发展。 

宝鸡是“中国钛谷”，钛产

业与石油装备产业融合发展威

力无穷。在海洋中，油管处于腐

蚀环境，加之贝类附着分泌酸

性物质，常规金属容易受到侵

蚀。而钛合金具有耐高温、耐腐

蚀的特点，钛合金钻杆能够连

续钻 143 个小时、16 万转完好

无损，是常规钻杆寿命的 10 倍

以上，在腐蚀环境中，寿命则是

普通金属的 100 倍。 

测试作业是石油工程中一

个重要的专业分支领域。宝鸡锐

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主要为试

井作业提供钢丝电缆作业工具，

虽然这个行业在整个石油装备

产业中占比很小，但是这家公司

占有 40% 左右市场份额，是行

业“隐形冠军”，并且打破了欧美

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垄断。

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向智

能化、自动化转型升级，离不

开传感器。宝鸡市兴宇腾测控

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压力传

感器，主要用在油田监控设备

上，这家企业拥有 15 项专利。

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1788 万元，同比增长 70%。企

业负责人由衷地说 ：“依托石

油装备制造产业，我们的传感

器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还出

口国外。” 

西安金茂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液压系统设计、

优化、生产集成和液压件系列

产品销售的技术型公司，为快

捷周到地服务于宝鸡区域客

户，金茂公司在毗邻宝石机械

新厂区——宝鸡高端装备产业

园，建成了占地 1800 平方米的

西安金茂宝鸡生产装配中心及

胶管总成生产线，液压站年配

套能力 100 多台( 套) ；胶管总

成年加工能力 30 万米。

宝鸡致远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钛铸件，用于油田

管道的敷设。过去，这家公司的

客户主要集中在本地，近年来

随着宝鸡石油装备制造产业链

加快形成，致远金属与上下游

企业联合参与集中采购，不仅

在国内增加了新客户，还在国

外有了许多客户。 

石油装备制造产业是国之

重器，是制造业的脊梁。经过多

年发展，宝鸡石油装备制造产

业突飞猛进，硕果累累，已经形

成两家龙头企业引领、150 多

家企业聚集的格局，其中很多

企业是国标和行标的制定者，

宝鸡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在全国

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响力，已

经成为引领宝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宝鸡制造，挺起国之重器脊梁

本报讯 7 月 21 日，笔

者在陈仓区牧原农牧有限

公司生猪生态养殖全产业

链项目现场看到，十余栋厂

房主体建设完成，内部设施

已在陆续安装中，工地上，

塔吊、卡车等大型机械设备

开足马力，有条不紊地调运

着建材，工人们顶着烈日加

紧施工。目前，项目一期建

设已接近尾声，预计八月中

下旬可交付第一期猪舍并

投入使用。

据了解，该项目是河

南牧原集团在陈仓区筹建

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

“全线养殖+ 产业延伸”项

目，共三期，总投资达 20

亿元，总规划占地约 5155

亩，主要用于生猪生态规

模养殖、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饲料加工等。

目前，正在建设的是

项目一期，工程进度已过

80%，预计投资约 3 亿元，

占地面积约 580 亩，规划建

设厂房 358 栋，其中包括育

肥舍、母猪舍、保育舍、粪污

处理、饲料加工厂等。项目

一期建成投用后，年生猪出

栏 30 万头，年产值将达 12

亿元，可吸纳劳动力 600 余

人，产品深加工年增加当地

税收 3000 万元以上。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陈仓区牧原生猪养殖项目

采用先进的环保工艺，“三

防猪舍”不仅进风过滤、出

风除臭，还有饲喂管链对

猪进行集中供料，智能化

喂养，能够有效改善猪舍

环境，减少浪费，避免了对

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同时，随着项目的建成，企

业还将启动资源化利用项

目，采用沼液还田的排放

模式，将粪便、尿液等存入

覆膜式氧化塘，用“混凝土

+ 树脂梁+ 黑膜”方案储

存发酵，最后全部还田利

用，此措施既有利于环境

保护，又对周边农田生产

有所助益。

（赵彬瑞 顾李唯一）

工人在搭建钢筋架

工人在安装猪舍内部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