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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宝鸡城市志愿者上岗           

本 报 讯 8 月 28 日，经

过前期精心准备，“十四运会

和残特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岗

亭”亮相宝鸡，城市志愿者正

式上岗。

据 了 解，为 全 力 做 好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期间宝

鸡志愿服务工作，结合宝鸡

实际和城市志愿服务需求，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宝鸡

执委会在市体育场、市游泳

跳水馆、市区火车站广场和

部分景区等人流量较多的地

方，新建和改建了 14 座志愿

服务岗亭，作为城市志愿者

的主要服务平台和“阵地”。

各岗亭统一张贴、悬挂十四

运制式海报、宣传标语，配备

出行指南、应急药箱等物资，

在赛事期间为广大市民及外

地游客提供信息咨询、文化

宣传、文明倡导等服务。

8 月 28 日起至十四运会

和残特奥会举办期间，我市将

有 1178 名城市志愿者走上服

务岗位。志愿者将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饱满的热情积极开展

志愿服务，展示志愿者的良好

风貌和宝鸡人民热情好客的

形象。      本报记者 黎楠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宝鸡执委会医疗卫生保障部召开工作部署培训会：

全力做好十四运医疗保障
本报讯 8 月 26 日下午，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宝鸡执

委会医疗卫生保障部召开工

作部署培训会，就十四运期

间疫情防控和医疗卫生保障

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再培训、再落实。

会议指出，要对人员排

查、酒店封闭管理、场馆分区

管理、车辆封闭管理、宾馆、

比赛场馆、转运车辆的消毒

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做好

突发情况应急准备，夯实疫

情防控各方责任，加强协调

配合，加强检查指导，确保各

个环节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会议要求，各有关单位

和全体工作人员要切实增强

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持

之以恒做好各项工作，确保

保障服务工作万无一失；细

致做好各项工作，务必落实

各项要求，有序衔接各个部

门，有备做好应急演练；夯实

职责任务，严明纪律要求，认

真履行好岗位职责；以实际

行动展示宝鸡干部职工的良

好素养和文明形象，展现卫

健工作者风采，确保十四运

会和残特奥会高效、安全、顺

利、圆满举办。

会议对疫情防控和医疗

保障相关工作做了细化安排。

  本报记者 周淑丽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现水玲：

勤俭持家日子越过越好
8 月 28 日，岐山县蔡家坡镇四原村村民现

水玲在摘花椒。
现水玲十几岁时就用稚嫩肩膀挑起家庭

重担，精心照料重病“奶奶”和养父兄弟三人，她
敬老爱亲，事迹突出，今年 7 月入选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候选人。近年来，现水玲和丈夫勤俭持
家，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种花椒、喂猪养羊，日
子越过越好。最近，家中 5 亩多花椒成熟了，现
水玲忙着采摘，根据目前市场价，可增加收入
七八千元。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本报讯 金台区作为全国婚俗

改革工作先行试点区，把倡导移风

易俗、弘扬文明新风作为婚俗改革

的重要内容。日前，金台区婚姻登

记处紧扣婚俗改革工作核心，开展

特色服务，引导适龄青年树立正确

的婚恋观。

记者在金台区婚姻登记处看

到，颁证大厅专门配置了古代婚礼

服饰和卷轴婚书，婚书可以记录领

取结婚证和举办婚礼仪式的日子，

印着的“良缘缔结、赤绳牢系、比翼

齐飞、连理相依、琴瑟在御、莫不静

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32 个字，

让新人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婚姻的

责任和义务。同时，金台区还大力

打造“金鹊桥相亲交友平台”，创新

形式，在为适龄青年搭建相亲交友

平台的同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

婚恋观。目前已有上百对适龄青年

接受了相关教育和引导，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本报记者 孙海涛

陈仓区贾村卫生院龙新村流动疫苗接种点：

百岁老人接种疫苗
要给后辈作出表率

本报讯 “听说国家号召全

民接种新冠疫苗，我就来了，也

为了给后辈作出表率。”8 月

28 日中午，在陈仓区贾村卫生

院龙新村流动疫苗接种点，今

年 101 岁的贾敦老人顺利完成

了疫苗接种，成为该卫生院开

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年龄

最大的接种者。

1920 年出生的贾敦老人，

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是精神

矍铄，身体硬朗。当他得知村上

设置了流动疫苗接种点后，一

大早便来到接种现场。医护人

员在仔细询问了老人近期身体

状况后，帮他测量了血压，全面

评估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确

认符合接种条件后，顺利为老

人完成接种（见右图）。随后，护

士还为老人及其家属讲解了注

意事项，引导老人到留观区休

息。经过 30 分钟观察，老人身

体一切正常。

“打疫苗不要钱，还上门给

咱们接种，这是党对老百姓的

关心和爱护。”贾敦说，前段时

间他就想报名接种，但由于年

纪较大，不符合接种范围，得知

现在可以接种了，便报了名。回

家后，他还要动员村民赶快来

接种新冠疫苗。  

（张敏涛 付建龙）

文明城市咱的家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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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东道主  办好十四运

金台区婚姻登记处：

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

学浙江  见行动

渭滨区石鼓镇刘家村党支部书记吴小林：

“好好干，让村民早点富起来！”
本报记者 卢志平

“你们找谁？”

“我们想找你们村的党支部书

记吴小林。”

“他不在，去地里了，最近他很

忙，事多得很。”这是 8 月 25 日记

者和渭滨区石鼓镇刘家村村民刘

四虎的一段对话。近来，村民大多

知道吴小林从浙江学习回来以后

特别忙，可他究竟在忙什么？

在村后一片坡地上，刘四虎带

记者找到了吴小林。他头发上沾着

土，脸晒得黝黑，一件白短袖穿得

快成黑短袖了。

刘家村有两个村民小组 900

多口人，果菜种植是村民致富的主

导产业。自 5 月 18 日从浙江学习

归来后，吴小林主要干了三件事：

一是组织村民改造村上 400 亩坡

地，平整土地；二是积极争取资金，

对老池塘全面改造；三是帮助村

上“龙头”项目——龙山玉珠葡萄

基地卖葡萄。

记者在村上遇到几个村民，大

伙都说看在眼里的，就是村上干净

多了，环境越来越好了。

石鼓镇政府一名主管领导说，

吴小林学习回来有两变：一是工

作思路更清了，对村上明后两年的

发展方向更明确了；二是他说话

的语速、脚下的步子变快了。

对于这两个细微的变化，吴

小林解释，刘家村是个城中村，不

管经济还是村民的文明程度在渭

滨区甚至在全市都还不错，可他

去浙江学习后才发现，刘家村和

人家南方村子的发展差距不是一

点点。

“我给村上讲了浙江的发展情

形后，村委会班子成员人人压力变

大了，人心里事多了心也就急了，

脚下的步子自然就放快了，我们已

看到了自身的差距，就想好好干，

让村民早点富起来……”吴小林笑

着说。

（上接第一版）从联盟大桥到钛谷大桥，近

年来，我市新建和在建的渭河跨河大桥达

到 8座，用一座座桥联通了一河两岸居民

的幸福生活。

在市区中山西路 76号大院，连日来，

居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看着居住了快 20

年的小区越变越美：楼顶防水处理、墙体

全部粉刷、地面重新铺设、管网入地……

经过这样全套的“体检保养”和“美颜”，小

区变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安全有序。

“从里子到面子，都焕然一新！”近年来，

我市以品质城市建设为契机，相继实施老

旧小区改造、商贸市场规范、“厕所革命”

等十大行动，2021 年，我市计划改造 512

个小区，涉及 1543 栋住宅楼、59905 户，

总投资 35.7亿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我

市将慢特病报销病种扩大到 40种，基本

医保住院报销比例提高 10%，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和“边缘户”全部参加了基本

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参保率达到 100%。

仅 2020 年，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医保扶贫三重制度保障，共为贫困患

者减轻医疗费用负担1.64亿元。

以人民为中心，倾注真情实感、投入

真金白银，一条条民生新政“破浪前行”、一

件件民生工程“落地生根”，幸福的味道在

1.8万平方公里的西秦大地上弥漫开来。

 文明长跑提升幸福指数
多年矢志不渝的文明城市创建，让

宝鸡在拥有天然之美、品质之美之外，兼

具内在之美。而城市“文明指数”的不断攀

升，也带动市民的“幸福指数”水涨船高，

获得感、参与感不断增强。

“儿童医院就在对面，我送您过

去！”8月 18日清晨，在市区西凤路十字，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在早高峰前走上街

头，引导行人、非机动车遵守交规，有序通

行。他们既是文明交通的宣传员，又是热

心服务的引导员；“快开学了，‘妈妈’来

给你送文具！”有了志愿者“妈妈”刘若惠

无微不至的守护，西山“玻璃女孩”乐乐得

以走进校园，与同龄人一样沐浴阳光……

在我市，不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社区

农村，随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邻里守

望”“情暖冬日”“文明引导”“周末捡垃圾”

等志愿服务活动遍地开花，全市网上注册

志愿者团体达 2700 多个，志愿者超过 30

万人。

楼下是病危正在抢救的父亲，楼上是

即将手术的患者，一头是亲情，一头是责

任，宝鸡第三医院骨科大夫许向东给出了

自己的选择：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后，他

坚持做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手术后，才

赶到父亲身边，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合

上双眼，永远离开了他。在我市，从来都不

缺这样仁爱、诚信的感人事迹。特别是在

脱贫攻坚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抗洪抢险等重大战役中，全市不断涌现以

共产党员先锋队、抗疫“逆行者”、抗洪英

雄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共有 80余人登上

“中国好人榜”，5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他们成为宝鸡城市精神的“代言

人”，带领全市人民向文明高峰攀登。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市民因文明而幸

福。22年持之以恒的文明创建，让宝鸡在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同时，人的文明素质

不断提升，一片片志愿红、一个个道德模

范，都成为宝鸡这座文明城市动人的时代

风景和鲜明的精神底色。

兼收并蓄体现城市温度
十年前，福建人王勇锦因为看中宝

鸡钛产业深厚的基础，选择在宝鸡高新

区投资创业。如今，十年过去了，王勇锦和

四个合伙人共同创办的拓普达钛业公司

先后取得 35项国家专利，制定 2个国家

通用规范标准，2020 年企业生产总值已

经达到 1.8亿元。王勇锦也早已习惯在宝

鸡生活，他说：“十年时间，我已经喜欢上

臊子面、擀面皮，企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

不开宝鸡人的支持，宝鸡是创业者的‘宝

地’！”在宝鸡，围绕钛产业发展，已聚集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全产业链条钛企

业590余户，产业规模居全国之首。

8月 3日 7时 10分，由宝鸡开往潼关

的D5262 次复兴号列车从宝鸡火车站首

发，把宝鸡市区直达西安市中心的时间缩

短至 88分钟；“十三五”期间，随着西宝、

宝兰高铁的贯通，“两横三纵七辐射”的铁

路网已经形成；全市新增高速公路 181公

里，提前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宝鸡

机场即将开工建设，阳平铁路物流基地建

成投用，“覆盖广泛、公铁互补、空地立体、

衔接顺畅”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格局即将形

成，宝鸡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的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从气候上的宜居、交通上的便利到

发展上的宜业，宝鸡始终以兼收并蓄的姿

态接纳来自各地的创业者。为了优化群众

办事体验，我市从解决企业和群众的心

头事、烦心事入手，打通“梗阻”，消除“症

结”：“一站式”告知单，让群众少跑路，

“一枚印章”管审批，以前需要 2周才能办

结的事项，如今最短 1小时就能完成。今

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本级

85%的行政许可事项实现了集中办理；

进一步减材料、减环节、优流程，审批时限

整体压缩 55%；积极推进“一网通办”，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93%以上。

投资有温度，生活有温情，服务有温

暖，每个人都能在宝鸡这座城市找到留下

来的理由，这也正是宝鸡在探索幸福之路

上永不停歇的动力源泉。

（上接第一版）组织多家银行人员

实地考察，让项目获得银行 1000

万元授信。宝鸡是全国性交通枢纽

城市，龙恒达公司的客户主要在西

北、西南、中南地区，从眉县到甘

肃、四川等地都只有几百公里，交

通运输有优势。

“龙恒达公司还是以企招企的

成功典范。”周斌说，引进龙恒达的

企业是陕西新恒大铝业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集铝合金建筑型材设计、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2017 年入驻眉县经开区后发展很

快，已成为眉县铝合金型材产业深

加工的标杆企业。在新恒大部分董

事的参股下，他们又招引来新的合

作伙伴，成立了龙恒达公司，主要

生产高端铝型材。

据介绍，宝鸡龙恒达年产 5

万吨新型铝型材加工项目总投资

6.1 亿元，生产范围包括高档门

窗、幕墙、工业铝型材、断桥隔热

铝型材、民用铝型材、铝棒、金属

制品等。项目分两期建设，目前一

期已建成，二期计划建设 2 万平方

米标准化厂房，增加 10 条生产线。

2022 年，整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产值可达 6 亿元，实现利税 8500

万元，可提供 500 余个就业岗位，

成为西北最大的铝型材加工企业。

前不久，我市分批组织村党组织书记在浙江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参加“学浙江、提能力、促振兴”专题轮训班。本报
即日起开设《学浙江 见行动》专栏，对我市参加轮训的村
党组织书记运用浙江经验、促进乡村振兴的举措和成效进
行追踪报道，敬请关注。

探寻幸福宝鸡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