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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177.4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召开

的全市秋播生产工作会上获

悉，今年我市种植秋粮 177.4

万亩，其中玉米 152.7 万亩，

目前长势良好，有望超额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全市农业农村

部门牢牢扛稳粮食安全政治

重任，聚力打赢了小麦条锈病

防控、玉米扩面增密、草地贪

夜蛾防控、自然灾害应对等一

系列硬仗。按照省市部署要

求，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紧密协

作，细化措施，推进全市季节

性撂荒地扩种夏玉米 12.17

万亩，超额完成任务，实施玉

米增密度 73.04 万亩，预计秋

粮玉米总产将达到 55.65 万

吨。秋粮种植总体呈现面积

扩、密度增、长势好的态势，具

备了丰收基础。

会议当天，与会人员先后

前往陈仓区、凤翔区、宝鸡高

新区现场观摩玉米增密度典

型示范田。在随后的工作会

上，要求全市各县区农业农村

部门全面落实抓好秋播生产

的关键措施，坚守粮食面积只

增不减底线任务，抓好“三秋”

重点工作，确保全市粮食面积

稳中有升、产量稳步增长。

 本报记者 李依涵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精神力量
我市举办第二十五场“每周一次党史课”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9 月 9 日，我市

举办第 25 场“每周一次党史

课”宣讲报告会。本次党史课

由市纪委监委承办，市纪委常

委李培春以《从伟大建党精神

中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

力量》为题作了报告。

李培春从纪律管党、作风

兴党、反腐治党三个方面，对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

要论述作了解读。整场报告

主题鲜明，既系

统全面又突出重

点，既有鲜明的

理论指导性，又

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聆听报告的干部纷纷表

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党史

同总结经验、联系实际、推动

工作结合起来，要以更加有力

的举措解决群众身边各类“急

难愁盼”问题。

宣讲报告会以视频会议

方式举行，市纪委监委机关

（驻各单位纪检监察组）、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及各县区干部

代表近千人分别在主会场和

分会场聆听党史课。

   本报记者 邓亚金

共享科普资源  弘扬科学精神
宝鸡市全国科普日主场示范活动启动 

本报讯 通过VR 眼镜观

看火箭发射，欣赏无人机表

演，和机器人掰手腕、下棋，体

验各种科普小游戏……9 月

11 日，2021 年宝鸡市全国科

普日主场示范活动暨禁毒科

普教育展览在市科技馆启动，

主题是“百年再出发 迈向高

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当天，在“同上一堂科学

课”科普展教示范活动现场，

既有志愿者手把手教市民急

救知识及推拿按摩技能，又

有吹风机吹气球、无人机飞

行、“自己拉自己”等精彩的

科普表演，不少人直呼不虚

此行。市科技馆的各种常设

展厅，也令没来过的市民大

开眼界，纷纷表示要经常带

孩子来参观学习。在市科技

馆地厅科普长廊，工作人员

通过多媒体演示、互动体验、

图片展示等形式，向市民普

及禁毒知识、毒品危害、禁毒

法律政策等，教育引导市民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据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日

活动9月 11日至 17日在全市

集中开展。活动期间，除了开展

内容丰富、趣味性强的主场示

范活动外，还将组织开展碳达

峰碳中和科普联合行动、青少

年科技教育联合行动、卫生健

康科普联合行动、“云上科普

日”联合行动等一系列线上线

下科普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共

享各类科普资源，大力弘扬科

学精神、科学家精神，进一步提

升全市公众科学素质。

本报记者 李小玮

快评
西秦

市委组织部  市委党史研究室  宝鸡日报社联办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看轻包装才能看重情谊
郑晔

又近中秋，又到了月饼大
行其道的时候，但观察市场上
月饼的外包装，仍然里三层外
三层，包裹得比粽子还严实，看
上去比“满月”还光鲜，很少有

“素颜”的。中秋节是中国人的传
统节日，只有看轻月饼的包装，
才能看重节日的情谊和祝福。

月饼过度包装一直饱受诟
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商家通
过过度包装，推动市场的不良
竞争，使“高价月饼”“天价月饼”
层出不穷，这些月饼为了抢占
市场，往往“提前出生”，商家把
更大的精力放在销售环节，对
理应关注的月饼质量却疏于把
关，以致让消费者“买椟还珠”，
失去了月饼的本意。另一方面，
送礼风助长了消费市场的“面
子工程”，消费者在购买月饼时
重“颜值”轻“品质”，导致过度包
装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精美的
包装，尽管满足了一时的心理
需求，但最终还是会变成垃圾，
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浪费。

有人做过统计，一份过度
包装的月饼，里里外外共计8层
包装，包含纸张、金属、塑料等多
种材质，而月饼的净重仅占总
重量的 34%。这些包装物，在生

产过程中耗费了宝贵的能源和
材料，八月十五一过，大多数包
装会成为垃圾，被焚烧或填埋，
对土壤、河流、地下水的污染同
样不能忽视。可以说，这种消费
方式有悖绿色发展理念，必须
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根治过度包装，就要在全
社会倡导绿色消费。商家应从
简化包装开始，顺应现代人追
求健康的需求，多开发低糖、低
脂的新产品，为消费者健康护
航。消费者应自觉抵制“面子消
费”，不购买豪华包装的精装月
饼，让过度包装的月饼逐渐失
去市场。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
饴。默品其滋味，相思泪沾巾。”
这是北宋诗人苏轼写下的千古
名篇，道出了月饼承载的是滋
味、是思念。在中秋节这样的传
统节日，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
亲人团聚的幸福。在一轮明月
下共同品味月饼的美味，这才
是中秋节的正确“打开方式”。

农机合作社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全市有农机专业合作社 191 家，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2.5%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全

市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力

提升座谈会上获悉，截至目前，

全市注册成立农机专业合作

社191家，农机具保有量7021

台（件），服务范围从小麦、玉米

等主要粮食作物向果菜、畜牧

等特色产业拓展，农机合作社

已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近年来，我市农机社会化

服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

目前，全市注册成立农机专业

合作社 191 家，社员 5607 人，

农机具保有量7021台（件），合

作社固定资产达 3.79 亿元。

农机服务组织装备精良化、全

程化趋势明显，植保无人机等

先进高端的农业机械 80%集

中在农机合作社，综合服务保

障能力不断提高。通过“订单

式”“保姆式”和“套餐式”一条

龙作业服务等形式，推动农机

服务不断向多元化、全链条延

伸，经营领域有效拓展。2020

年，全市农机社会化服务面

积 562万亩（次），全市主要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2.5%，服务范围从小麦、玉米

等主要粮食作物向果菜、畜牧

等特色产业拓展，从生产环节

单一农机作业为主向技术服

务、农资供给、产品销售等综合

服务延伸。

会上，部分镇村与农机社

会化服务组织签订了土地托

管流转协议，5个县区、13家

合作社作了交流发言，通过交

流总结在土地流转和托管服

务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模式，找

差距、转观念、增动能，积极推

进全市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加快服务三农，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鲁淑娟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麟游县

常丰镇佛堂寺村采访时看到，田

间地头摆放着不少蜂箱，忙碌的

蜜蜂飞来飞去，正在检查蜂箱的

村民王明军笑着说 ： “我们村花

源丰富，蜂蜜品质好，我去年养了

10 多箱，挣了 6000 元。今年增加

到 70 多箱，村上主动帮我联系买

家，不怕卖不出去，后面我还要扩

大规模。”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养殖

中蜂尝到“甜头”，该村越来越多

的群众开始投资中蜂养殖产业。

目前，佛堂寺村中蜂养殖户达到

67 户，发展中蜂 6000 余箱，其中

200 箱以上中蜂养殖示范场 10

个，年产蜂蜜约 25 吨，产值达到

150 万元左右。村党支部多次组

织养殖大户到蓝田、太白、陇县等

地实地考察，进一步拓展蜂蜜销

售渠道。

常丰镇佛堂寺村党支部书记

马会艳说：“为提升产品附加值，

稳步提升群众收入，我们还积极

对接联系农业产业项目资金，准

备开办蜂产品加工厂，项目目前

正顺利推进。”

（李依涵 李瑞）

麟游县常丰镇佛堂寺村：

村上帮助找销路  蜂农增收尝甜头

本 报 讯 9 月 10 日，记者

从陕西省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指

导案例评审暨典型案例研讨会

上获悉，近年来，我市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健全完善知

识产权工作体系，今年上半年

我市商标注册 2686 件，同比

增长 69.2%，知识产权工作成

效显著。

近年来，我市知识产权保

护部门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计

划，健全知识产权工作协调领导

机制，建立知识产权案件侦查取

证、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信息

沟通和共享机制，引导社会调解

组织及仲裁机构参与知识产权

纠纷处理，有效推进知识产权侵

权案件行政处理、诉中调解、诉

讼审判多元化解工作。他们还组

建了高新区知识产权联盟、西北

建筑基础桩基专利联盟和维权

援助专家团队，推进专利保险，

设立西凤酒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建立行业知识产权纠纷快速解

决机制，重拳打击群众反映强

烈、社会舆论关注、侵权假冒多

发重点领域案件，今年以来，全

市共查处侵权假冒知识产权类

案件 120 余件。

 本报记者 邵菲菲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完善知识产权体系
上半年全市商标注册 2686 件

本报讯 9 月 10日，我市举

行“我身边的保密故事”演讲比赛

决赛暨全市保密工作培训会议。

为加强我市机关单位保密管

理，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保密意

识，我市举办了“我身边的保密故

事”演讲比赛。经过前期选拔，共

有10名选手进入决赛。当天，选

手们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用生动

形象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保密故

事，再现了保密工作者隐姓埋名、

无私奉献的感人场景，阐述了做

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的

演讲或慷慨激昂、热情澎湃，或娓

娓道来、情真意切，感染了现场观

众，赢得了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

逐和专业评审，最终，陕西凌云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王浩程、眉县保

密局高翔2位选手荣获一等奖，

市税务局陈晨等3位选手荣获二

等奖，市委组织部侯叶衫等5位

选手荣获三等奖。

演讲比赛结束后，市委保密

办相关工作人员对大家进行了保

密业务培训。 

 本报记者 李小玮

用身边事激励身边人
我市举行“我身边的保密故事”演讲赛

乡村振兴进行时

本报讯 也许你听说过克

隆羊、克隆狗，但植物克隆你

听说过吗？ 9 月 10 日，在扶

风县午井镇强家沟村一家种

植专业合作社，笔者见到了植

物克隆的情景。

扶风红景源合作社占地

面积 50 余亩（其中温室大棚

8 座约 8000 平方米）。2020

年依托产业扶贫项目投资

200 多万元，新建植物脱毒组

培研发中心 400 多平方米，购

置专业脱毒组培设备 100 余

台，聘任 2名专家教授从事花

卉脱毒组培研发工作，有专业

技术人员 50 余人，安置周边

群众 80 余人就业，与杨凌高

校联合建成产、学、研一体化

实习基地，实验室常年培训附
近农户从事花卉组培生产，

每年接待杨凌高校实习学生

100 余人。合作社有绣球、蝴

蝶兰、红掌、白掌、长寿花、高

山杜鹃等优质脱毒组培花卉

种苗 500 多万株。种苗主要以

订单式销往全国各地。    

该合作社负责人权博一

说:植物组培通俗来讲就叫

植物克隆，将植物的任何一个

器官比如叶子、花瓣、叶柄等

植物切片组织放到专用植物

消毒剂内浸泡进行脱毒，形成

无菌植物外置体材料，再将培

养基也就是营养液放进无菌

容器内，用灭菌锅进行消毒，

将无菌植物外置体转移到消

毒好的培养容器内进行扩繁。

待扩繁完成就可以将植物移

栽到土壤中。一般一片植物的

叶片细胞组织，经过半年时间

可以克隆出百万株绿植。今年

4月投产以来，第一个月销售

额就达 60万元，扩建后，预计

明年销售额可达 1000 万元。

 （田艺）

科研人员展示花卉脱毒组培

养殖户查看中蜂生长情况

 扶风县午井镇强家沟村：

植物克隆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