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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吨太白高山蔬菜运抵灾区
本报讯  7 月 24 日，运载着

252 吨太白高山蔬菜的 22 辆货

车，通过G30 连霍高速磻溪收费

站，载着宝鸡人满满的爱心，驰援

河南灾区。

当天晚上 9 时 10 分，记者

在磻溪收费站口看到，22 辆货

车排列有序，逐一驶上高速公

路。据悉，连日来，河南遭遇罕见

持续强降雨，我市农业农村局及

时与河南省农业农村部门对接

联系，根据当地受灾群众急需新

鲜蔬菜等生活物资的实情，决定

向灾区捐赠一批太白高山蔬菜。

随后，太白县在全县发起向河南

灾区捐献“暖心菜”的活动，不到

一天时间就筹集到 252 吨优质

高山蔬菜，包括甘蓝、大白菜、娃

娃菜等绿色蔬菜品种。据悉，这

些蔬菜在 25 日下午已经送到河

南郑州、新乡等受灾城市，缓解

了当地蔬菜供应缺口，帮助灾区

群众渡过难关。  
本报记者 李一珂

创新路上永不止步
——记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油管

分公司连续油管工厂党支部书记、厂长刘换军 
王菁

中等身材，说起话来面带微笑，谈到连续

油管生产技术时，更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是宝

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油管分公司连

续油管工厂党支部书记、厂长刘换军。

2002 年大学毕业后，刘换军来到宝鸡石油

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制管三分厂工作。当时，厂里

承担着西气东输管线生产任务，所供钢管级别

要求达到建厂以来极限。但由于技术问题，导致

管道成材率只有 50%。刘换军既是大学生，所

学专业又非常对口，厂里领导对他特别器重。于

是，就将这项技术攻关任务交给了他。刘换军与

电气班组、焊接操作员加班加点，反复试验。两

个多月后，他所带领的班组研制出林肯焊机并

联技术和内焊缝监视系统，不仅解决了焊偏技

术难题，而且也填补了国内螺旋焊管焊缝跟踪

系统空白。同年，公司钢管月产量突破一万吨，

成材率达到 85%以上，完成了西气东输一线、二

线、印度管线等大型管线生产任务。

为打破国外连续油管技术封锁，2007 年，

宝石钢管决定自主建设连续油管生产线。当

时，刘换军积极加入筹建组，先后攻克了低碳

合金钢钢带对接技术、在线焊缝热处理技术等

多项核心技术难题，研发出连续油管卷取机、

钢带斜焊机等多项连续油管专有生产设备，为

亚洲第一条连续油管生产线顺利投产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迅速从技术人员

转变为“创客”，研发出 10 项连续油管新产品，

使这些产品在中石油、中石化等国内相关行业

得到广泛应用，产品远销中东和俄罗斯。

扎根一线 19 年来，刘换军的创新成果填

补了 10 项国内空白，打破了 3 项行业纪录，攻

克了 25 项技术难关。公司连续油管产量从 200

多吨提高到 7600 吨，产量直翻 38 倍，培育了

宝石钢管新的效益增长点，为连续油管国产化

打下坚实基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两优一先”风采驰援河南  宝鸡在行动

砥砺奋进党旗红
——记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太白县黄柏塬镇党委

马庆昆 徐小楠

太白县黄柏塬镇地处秦岭腹地，地广人稀，

辖 3个村共 1923 人。镇党委下设 4个党支部，党

员 142 名。近年来，镇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保

护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产业，走上致富道路，打造

出“岭南党旗红，大美黄柏塬”特色名片。

黄柏塬镇严格落实党组织书记抓党建主

体责任，厘清发展思路。长期坚持对党员培训、

考核，全镇 3 个村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

盖。去年底，该镇率先在全县完成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一肩挑”和“两委”换届工作。特别

是创新“党支部+ 旅游”“党支部+ 产业+ 贫困

户”模式，建成傥骆美食广场等党建促脱贫示

范基地 5 个，形成了支部引领、党员带路、产业

支持的党建促发展新局面。“十三五”期间，全

镇生产总值增至 7.6 亿元，累计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8 亿元。投资 9900

万元，实施镇区街道改造、公租房附属配套和

供水工程、镇域污水处理厂、加油站等重点项

目 18 个，率先在全县镇区实现强弱电地埋，建

成彩色透水路面。

镇党委一班人带领群众大力推动乡村旅

游、生态养殖、特色种植、商贸服务四大产业发

展，全镇农民实现户均10亩中药材、20箱土蜂、

30 亩板栗，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21176 元。

在全市公众安全感测评中，黄柏塬镇实现

社会治安满意率、扫黑除恶知晓率、扫黑除恶

满意率 3 个 100% ；居民医保参保率、养老保险

参保率均达到 100%，全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黄柏塬镇先后获得

“最向往的美丽中国特色镇”、中国最美乡镇、

省级文化旅游名镇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郑州

加油！”7 月 23 日 12 时许，伴随着一声

洪亮的加油口号，宝鸡曙光应急救援中心

的 8 名队员带着两车爱心物资出发赶往河

南郑州（见右图）。

连日来，河南的暴雨灾情牵动着宝鸡

市民的心。7 月 21 日下午，宝鸡曙光应急

救援中心第一梯队 10 名队员出发前往郑

州参加救援。当时我市一些爱心人士欲捐

赠物资，委托救援队带去郑州。因为救援队

时间紧，只能先行出发，所以运送爱心物资

的任务就交到了第二梯队队员手里。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次救援队带去的

爱心物资共有两车，包括 2500 公斤白菜

和 2500 公斤甘蓝，以及一车方便面和矿泉

水，由市慈善总会和爱心人士捐赠，车辆由

宝鸡市鸿雁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

宝鸡曙光应急救援中心工作人员张骞文介

绍，第一梯队救援队员于 22 日 9 时到达郑

州，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协助当地被困群众

转移并开展消杀工作。23 日凌晨 4 时，部

分队员从郑州出发，转战新乡市东马坊村

开展救援。本次出发的第二梯队将先前往

郑州，根据当地现场指挥部署开展救援。

本报记者 鲁淑娟 温瑶瑶

带着两车爱心物资——

8名救援队员增援郑州

到 7 月 24 日晚，驻宝某部
战士刘学已经在河南省安阳市
辛村镇大堤抢险现场，和当地
部队战士一起连续奋战 4 天了。

7 月 21 日，正在安阳市出
差的刘学，给当地部队写下请
战书，加入到了抗洪抢险队伍

中。当天夜里，暴雨一直未停。
在抗洪现场，刘学和战友们浑
身都湿透了，他们一直忙碌到
次日凌晨 3 点才休息。刘学说：

“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哪里有
需要就要往哪里冲，这些都是
我应该做的。”            （田艺）

宝鸡战士奋战抗洪抢险一线

（上接第一版）带着感情下去，带着问题上

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按照“切口小、可落地、让群

众满意”的原则，凤翔区各区级领导带头

前往分管领域和镇、企业等基层联系点，

通过召开座谈会、面对面话家常等方式，

围绕破解发展瓶颈、乡村振兴、便民举措、

社会治理、企业发展等方面定选题、搞调

研，变“群众找上门”为“到群众中去”，做

为群众服务的“贴心人”和为企业服务的

“店小二”。各镇、各部门因地制宜制定政

策、出台措施、设计载体，组织机关党员干

部走近基层群众、走进村社网格、走到生

产一线，问计问需问策，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截至目前，全区列出办实事项目 349

个。其中，全区重点办实事项目 9个，区级

领导 83个，部门 152 个，各镇 91 个，政法

系统 14 个；34 名区级领导和 90 名科级

干部包联帮扶重点企业 90户。

聚焦民生保障  提升幸福指数
随着城区新建居民小区数量的不断

增加，物业服务质量一直是百姓关注的

热点话题。面对物业管理收费这一群众

身边的“关键小事”，凤翔区发改局对全

区 53 家物业小区开展拉网式调研，查看

物业收费证账，走访业主座谈，摸清物业

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物业服务

收费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探索规范物

业管理和收费的长效机制，构建起事前、

事中、事后三个阶段规范物业服务收费

管理的办法。经过近期的调研和检查，全

区针对物业管理的投诉少了，居民的笑

脸多了。

同时，凤翔区围绕保障基本民生需求

办实事，把学位、厕位、床位等与群众生活

紧密相关的现实问题作为突破口，一件接

着一件抓，一桩连着一桩办，切实把实事

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区教体局科学规划学前教育资源布

局，加快雍城幼儿园项目建设步伐；区卫

健局全力推动区医院 3号住院楼建设项

目；区住建局向上争取资金，对关中小区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城区计划新增公厕两

处；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将灵活就业人员

档案托管及退休办理时限，由原来的 2至

3天压缩至半个小时……

聚焦乡村振兴  建设富美家园
走进陈村镇槐北村，举着火炬的“猪

小北”、脚蹬风火轮的哪吒、展翅翱翔的凤

凰、手捧果蔬的农民伯伯……一幅幅墙体

画生动传神、妙趣横生。槐北村党支部书

记张凌云说，墙体画只是槐北村“四化”建

设中的一部分，这里一年四季有新鲜水

果，并依托养殖园区，全年供应系列优质

猪肉产品，还有排灯节的文化“加持”，全

年游客络绎不绝。   

槐北村的巨大变化只是凤翔推动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面对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际，凤翔

区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做好农村规划，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开

展“四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45支驻村

工作队，45名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尽锐

出战，接续奋战，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中打头阵、当

先锋，让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高高飘扬。

区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

等部门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重点围绕防返

贫监测、粮食安全生产、安全饮水等重点

工作，列出“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 58

个，出动专业化防控队伍4支，动用防控机

械 900多台（架）次，开展农村安全饮水大

排查、维修故障点6处，真正实现办好一批

民生实事、推动一批项目建设、解决一批热

点难点问题，擦亮了乡村振兴的“底色”。

聚焦企业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
“您好，我是凤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工作人员，今天打电话是想与您约一下现

场核查的时间，如果核查通过，我们会尽

快为您办理营业执照和行政许可证……”

通过电话预约，水域滩涂养殖、林木采伐

等 6个同类型需要现场核查的事项实现

一次通办。今年以来，凤翔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精减办事环节，整合办理流程，实现

28件与企业和群众密切相关的事项“一件

事一次办”，让企业和群众办证“最多跑一

次”；推出28项“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

群众可扫码点餐办理，有效解决困扰企

业、群众办事“来回跑”问题。目前已办理

“一件事一次办”事项 544件。

为了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广度，凤翔区创新开展“我为企业办

实事”实践活动，区发改局、工信局、财政

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和高新区管委会等部

门细化工作措施、压紧责任链条，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好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不断

增强企业的发展信心，助推全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

截至 6月底，该区 2021 年度建设的

170个重点项目，累计开工145个，开工率

达85%；完成投资69.9亿元，占年度计划

任务的 53.73%。全区 94户规上工业企业

实现产值 102.94 亿元，同比增速 12.6%，

增加值增速11.9%，位列全市第二。9户骨

干企业实现工业产值 82.69亿元，同比增

速23.5%。9户规上白酒企业实现工业产

值36.76亿元，同比增速36.4%。

随着“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深入开展，一件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广大党员

干部在凤翔这块红色的热土上，正以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为不竭动力，积极响应党中央号

召，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

懈努力。

宝鸡市总工会  宝鸡日报社联办

劳动者风采

宝鸡爱心人士纷纷行动——

自费采购物资  驱车送往河南
本报记者 刁江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70 多年前，沿着陇海铁路来

到宝鸡的河南人，也成了宝鸡的

建设者，他们对宝鸡有了感情，留

在了这个曾洒下汗水的城市，让

宝鸡有了“小河南”的称谓。

近日，河南遭受暴雨洪涝灾

害，牵动着宝鸡群众的心。连日

来，宝鸡群众自发组织参与救援

活动，用爱心鼓励、帮助受灾群众

重建家园。

两位退伍老兵奉献爱心

7 月 24 日晚 8 时许，金台区

个体户白俊峰回到了市区，此前

他将爱心物资送到河南新乡市，

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家乡。

今年 44 岁的白俊峰是一位

退伍老兵，在部队曾经参加过抗

洪抢险行动，退伍后他经营着一

家蔬菜、水果配送公司。得知河南

出现灾情后，他自费购置了水泵、

手电筒、毛巾等救援物资支援灾

区。身边的战友、朋友也纷纷自掏

腰包购买了应急物资，托白俊峰

送到灾区。

7 月 23 日晚上，白俊峰开着

一辆厢式货车，载着价值 3 万多

元的物资，驶向河南新乡市。他把

物资交给新乡市某镇政府后，拿

着接受捐赠的回执返回了宝鸡。

“这一路都没有收高速过路费，河

南那边一看是送物资的车辆，一

路绿灯 ；宝鸡收费站一看回执，

也给我们免了费用。”

7 月 24 日下午 6 时，一辆挂

着“抗洪救灾”横幅的厢式货车，

从宝鸡汇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出发，驶向河南辉县市。货车上

满载的 8 吨救灾物资包括 4 吨

新鲜蔬菜、150 件方便面、150

件矿泉水、面包和消毒液等，捐

赠这批物资的黄利刚曾经是一

名军人，退伍后他自主择业在我

市做起了食品批发生意。2017

年，因货物滞销，商铺面临倒闭，

几位河南朋友帮助黄利刚拓展

销路，渡过难关。从此，黄利刚热

心公益，积极回报社会。当看到

河南新乡市遭遇暴雨洪水灾害

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战友，

表示要捐赠物资，在战友牵线搭

桥下，辉县市民政部门接受了这

批物资。25 日早上，这批爱心物

资顺利送达辉县市。

多名热心群众支援灾区

记者从陕西交控集团宝天

分公司宝鸡管理所虢镇收费站了

解到，最近几天，有不少宝鸡群众

自费购买救援物资送往河南。24

日，有六七辆车身挂着某某商户

支援河南的横幅，从虢镇收费站

上了高速公路。25 日上午，一位

扶风籍个体户开着面包车，拉着

一车救援物资去了河南。在西宝

高速虢镇和宝鸡收费站，每天都

有数辆参与河南救援返回的车辆

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根据司机

出具的相关证明，免去了车辆通

行费。

“有一位在王家崖开农家乐

的老板刚从河南送完物资返回，

他说在河南帮助救灾，一天一夜

都没有休息。”收费站工作人员

说，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精神也感染着他们，他们为宝鸡

市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行动

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