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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 访项目

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确保按期通过财政惠民一卡通完

成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任务，为

群众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日前，在

凤翔区召开的专题推进会上，区财政局对

落实国家这一惠民举措提出明确要求。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凤翔区深

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为目

标导向，找准发力点，从最困难的群众入

手、最突出的问题抓起、最现实的利益出

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民生保障、乡

村振兴、企业发展等民生实事重点领域，

以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检

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凝心聚力描绘好

新时代凤翔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聚焦“急难愁盼”  做群众贴心人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凤

翔撤县设区的第一年。面对新起点、新形

势、新任务，凤翔区目标明确：2021 年实

施年度投资 21亿元的 19个城建项目，不

断提升城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管理运营

水平和市民文明素质，以城乡联动、区域

融合发展的新态势积极融入宝鸡主城区。

凤虢路、石连路作为进入凤翔城区

的主要路段，近年来随着道路的拓宽和

车流量的增长，到了夜间原有路灯照明

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给过往司机和附

近群众造成了不便，反映投诉的情况时

有发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凤翔区委书记赵永怀

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将解决凤虢路、石

连路照明不足问题作为自己“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项任务，先后多次

召集相关镇和部门负责人研究制定解决

方案，夯实工作责任、明确完成时限。5

月初，20 盏三头高杆路灯矗立在入城

主要十字路口，城区部分路灯因为使用

年限较长和树木遮蔽等原因造成的不

亮、光线昏暗的问题一并得到解决，一盏

盏明亮的路灯，照亮了道路，也照亮了群

众的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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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3 日，市委副书

记段小龙来到扶

风县，调研县域经

济发展情况。他强

调，扶风县要以创

新驱动为发力点，

培育壮大优势产

业，扶持壮大龙头

企业，加快三产融

合步伐，全方位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当天下午，

段小龙来到华

保定制家具智

能家居生产线

建设项目基地、

斯瑞新材料年

产 4 万 吨 铜 铁

和铬锆铜系列

合金项目基地、

胜利食用菌基

地进行调研，详

细了解企业运

营、技 术 创 新、

市场销售等情

况。调 研 中，段

小龙强调，扶风

县要把发展县

域经济与推进

乡村振兴紧密

结合起来，坚持

特色化发展，推

进规模化聚集，

实施专业化经

营，以 工 补 农、

以城带乡，加快

形成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协调

发展、共同繁荣

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要扶持

壮大龙头企业，

依托乡村优势

资源，打造农业

全产业链，让农

民分享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要强化

金融支持，优化发展环境，引导资金、

技术、管理、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乡

村，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魏薇

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的通知》。全文如下 ：

当前全国已陆续进入防汛关键期，防汛形

势十分严峻。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

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

水位，个别水库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汛救灾

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现就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前指

挥，在防汛救灾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汛

情就是命令，抗洪就是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

恪尽职守、勇于担当，采取得力措施应对灾

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遭受

洪涝灾害地区，到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加强一线指挥、现场指

导，确保抗洪有力、抢险有效、救灾有序，把灾

害损失降到最低。           （下转第二版）

本周天气
晴到多云为主

今日或有强降雨
本报讯 上周全市雷阵雨天气居

多，最高气温 32℃。市气象局预报，7

月 26日我市有强降雨过程，本周其他

几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 35℃

以上。

据市气象台预报，受高空槽和低

层暖湿气流影响，7 月 26 日，我市将

出现强降雨天气，以中到大雨为主。

陇县、陈仓区西山、凤县、渭滨区、金

台区局地可能出现暴雨，其间将有 20

毫米/ 小时以上的短时暴雨。7 月

27 日到 8 月 1 日，我市天气以晴到多

云为主，最高气温 35℃以上。

气象工作人员提醒，相关部门

要按照预案，做好防御强降雨应急工

作 ；强降雨期间，要切断有危险地带

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 ；做好城

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

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气温升

高，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游玩

要远离河道。     （马庆昆 李恩莉）

宝鸡制造，挺起国之重器脊梁
—— 我市打造“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纪实  

本报记者 刁江岭

走进“十四五”，一张壮美蓝图

在西秦大地徐徐展开，市委、市政府

对奋力谱写宝鸡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篇章、凝心聚力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战略部署。在全市“一四五十”发

展战略和“九个基地”建设中，打造

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是宝鸡实

现工业强市的重要着力点。

龙头舞起来 带动产业上规模    
美国休斯敦市是世界著名石

油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因为它有油

田和港口。宝鸡地处中国西部，既没

有油田，更没有港口，凭什么打造石

油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宝鸡的石油机械是全国石油

行业的领头羊。”中国石油大学校长

助理、胜利学院院长刘衍聪说，宝

鸡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实力强，主要

表现为龙头企业规模大。宝鸡石油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石

机械）和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宝石钢管），不但在宝

鸡，甚至在全国都是石油装备制造

龙头企业。去年 9 月 3 日，“中国·宝

鸡石油装备制造基地”正式揭牌，再

次确定宝鸡在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产

业中的重要地位。

“技术永远比别人领先一步”，

是宝石机械的核心理念。今年 5 月

7 日，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一键式”人机交互 7000 米自动

化钻机，在宝石机械研发成功。

宝石机械是我国建厂最早、规

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石油钻采装备

研发制造企业，全球最大的陆地钻

机和钻井泵制造商，中国石油行业

最大的钢丝绳制造商和系列最全的

钻头制造商 ；在国内深度超过一万

米的钻机市场，占有率达到 100%，

是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钻深能力

12000 米钻机的企业。

在国际市场采购的中国钻机

中，75% 以上出自宝石机械，尤其

在北美高端市场和中东油气主产

区，宝石机械是主流品牌。在一次国

际石油装备采购竞标后，宝石机械

的品质让竞争对手折服，全球石油

钻采装备行业老大——美国国民油

井公司的CEO 表示 ：“宝石机械是

我们敬重的对手。”

过去，我国连续油管完全依赖

进口，不但价格昂贵，还要提前两年

订货，当时只有两三家外国公司掌

握核心生产技术。

  （下转第二版）

陕西大力神航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利器  解卡脖子难题  
本报记者  孙海涛

7 月中旬，在位于宝鸡高新区

的陕西大力神航空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厂房内，20 余个大木

箱在工人们小心翼翼吊装下平稳落

地。这家高新技术企业，迎来了盼望

已久的“宝贝”——“毫米级”制造

精度的奥地利产RF-40 精锻机。

“盼星星、盼月亮，‘宝贝’落

地，这颗心也总算放下啦！”该公司

董事长张照明笑着伸出手指比画，

“最多六个月，安装调试结束后，这

台‘亚洲第一’精度的精锻机，就将

在宝鸡正式投产，那时候中国钛产

业再也不怕别人‘卡脖子’了！”

“脖子”卡在哪儿？在精度。以

宝鸡来说，尽管钛及钛合金产业蓬

勃发展，既有宝钛集团这样的“一轮

明月”，又有 500 余家民企的“满天

繁星”，然而遗憾的是，即便放眼全

国，钛及钛合金锻造精度也基本在

“8 毫米”之上，粗加工尚可，可一旦

遇到“1 毫米”以下的高品质、高规

格的产品订单，整个行业也只能“干

瞪眼”。放眼国际市场，“1 毫米”以

下的精锻技术，长期以来一直被美、

日、德等国家垄断。大力神航空新

材料公司经过多方考察，最终斥资

1.8 亿元从奥地利进口了这台高品

质精锻机。        （下转第二版）

把好事办实  把实事办好
——凤翔区以“四个聚焦”着力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纪实

杨曙斌  段涛

精密锻造生产线    石宝军 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