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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项目推进年   营商环境突破年  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

文 明 新 风 拂 面 来           
——宝鸡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亮点扫描

本 报 讯 （鲁 淑 娟 张
乔）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办

公厅下发了《关于印发创

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和专

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的通

知》，全国 200 家企业入选

创建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示

范企业名单，国核宝钛锆业

股份公司名列其中。

创建世界一流专精

特新示范企业行动是国

资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企业决策部署的积

极实践，旨在筛选一批专

注细分市场、创新水平较

高、发展质量较好、未来

潜力较大的企业，形成建

设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库，

构建分层分类梯度培育

体系，加快建设一批专业

突出、创新驱动、管理精

益、特色明显的世界一流

专精特新企业。

国核锆业作为拥有国

内首条完整的核级锆材

产业链体系的企业，通过

引进、消化、吸收三代核

级锆材料工艺技术，搭建

形成了涵盖核级海绵锆生产，锆合金熔

炼、坯料制备及返回料加工，管、棒、板、

带材成品制造等完整的核级锆材产业链

和一整套完整、科学、对接世界一流标准

的生产技术体系与质量保证体系，全面

突破核电关键技术，走出了一条独立自

主创新道路。公司长期专注并深耕于核

级锆材细分领域，在创新能力、发展质

量、未来潜力等方面竞争优势显著，近年

来在国产化、自主化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填补了行业多个领域空白，打破了进口

产品长期垄断局面，破解了一系列“卡脖

子”难题。

宝鸡高新园林环卫公司   

种花补绿靓城区

本报讯 又是一年春光好，植树添绿正

当时。连日来，宝鸡高新园林环卫公司抢抓

春季植绿好时机，对城区主次干道的苗木

与绿篱进行补植、养护，在公园绿地栽种花

卉，扮靓宝鸡高新区。

3 月 14 日上午，记者在宝鸡高新区渭

河体育公园看到，工人们将一筐筐郁金香

花苗从车上搬下来，成行成片地种植在人

行道旁的空地上（见上图）。据宝鸡高新园

林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将种植郁

金香 3万余株，在公园人行道两侧打造郁金

香花海景观。这些花苗长势较好，预计 3 月

下旬，市民就可在宝鸡高新区渭河体育公

园观赏到明艳如霞的郁金香花海。

在栽种新绿的同时，宝鸡高新园林环

卫公司加强对原有城市绿化的养护，组织

人员对绿地中的乔灌木进行整枝修剪，将

地被植物色块中的枯叶、杂草及时清理干

净 ；对行道树的下垂枝、枯枝、病虫枝进行

修剪。同时，完善绿化稀疏、裸露部位的补

植工作，修复城市绿化景观效果。截至目

前，共补植行道树 256 棵，补植绿篱 570

平方米、地被 1480 平方米。此外，工作人

员每日对苗木进行合理灌溉，并按时打

药，减少虫卵、预防虫害，确保绿化苗木健

康生长。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鲁淑娟采写）

本报讯 不到四年时间，从

一个园区孵化企业，成长为一个

年销售额突破 1200 万元的高新

技术企业，陕西东泽瑞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加

速跑”。日前，记者从该公司了解

到，今年前两个月，公司产值达到

350 万元，同比增长 178%。

近日，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

只见一派繁忙景象，工人在各自

工位上紧张地忙碌着，全力加紧生

产、赶制订单。公司负责人介绍，新

春伊始，公司就接到了一张价值

278万元的大订单，中石油长城钻

探有限公司订购了多套外围设备

监控系统，产品交付后将发往墨西

哥、阿联酋、伊拉克等国家。

陕西东泽瑞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石油钻采配套产

品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企业。2019

年 5 月，公司入驻宝鸡高新区创

业中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开启创业之旅，3 名创业人员凭

借激情和信念，坚持走科技创新

之路，让企业实现了飞速成长。

2021 年，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2023 年 2 月，公司成

功获批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目前，公司已开发出石油采集监

测报警装置、防爆电视监控系统、

智能视觉安全管控系统、视觉火

烟识别等系列石油钻采配套设

备，获得发明及软件著作专利 14

项，被评为陕西省质量优秀品牌

企业。2022 年，公司销售额突破

1200 万元，同比增长 185%，其他

各项经营指标也同步增长。

本报讯 日前，记者在宝鸡高

新区科技新城宝鸡力兴钛及钛合

金航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现

场看到，数台大型施工机械忙碌

作业，施工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

紧施工，园区内一座座大型钢结

构厂房拔地而起。据了解，项目一

期建设的 5 座厂房正在加快推

进，预计 6月底建成。

宝鸡力兴钛及钛合金航空新

材料产业园项目是省重点建设项

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180

亩，规划建设办公、宿舍、研发楼等

配套建筑 5栋，新建钢结构生产

车间10间。该产业园的建设是宝

鸡力兴钛业科技有限公司加快转

型升级、向行业高端领域进军的重

大举措，园区以生产航空新材料为

主，涵盖航空精密铸件、钛及钛合

金航空异形件、高精度高强度钛及

钛合金丝棒材以及高品质板材。项

目投产后，公司将拥有装备一流、

工艺先进、高度集成的完整钛及钛

合金产业链，从根本上实现产品升

级，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里程。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春

节假期后，就开始了项目建设，他

们督促建设单位倒排工期，加班

加点赶进度、保工期，目前项目按

照计划顺利推进，精密加工车间、

仓储中心以及压力容器车间的土

建工程及钢构主体已经完工，附

房装修工作接近尾声；熔炼车间、

铸造车间已经完成土建和室内装

修工程。项目一期 5座厂房预计 6

月底建成，然后开始安装调试设

备，9月前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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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力兴钛及钛合金航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5座厂房将于6月底建成

高质量发展一线行

陕西东泽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加速跑

文明城市咱的家

在街头举办义诊活动，为群众

送健康 ；走进空巢老人家中，为老

人做饭打扫房间；值守在十字路

口，引导行人文明出行……三月，

行走在宝鸡高新区，一幅幅生动的

文明实践场景映入眼帘，这正是宝

鸡高新区扎实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的成果。

今年以来，宝鸡高新区注重用

榜样力量传递社会新风，在全区上

下掀起了学雷锋、学身边好人的热

潮，用“好榜样”赋予文明实践新动

能，引领群众“向上向善”，让“文明之

风”吹遍宝鸡高新区的每一个角落。

学雷锋   汲取奋进力量
“来，把袖子挽上去，我先帮您

量一下血压。”钓渭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医疗志愿者来到颉头村，认真开

展义诊活动，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

询、测量血压、耳病检查等服务。

“环境变好了，看着就舒心！”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机关干部志愿者

到辖区村组、社区，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卫生死角大清理活动，为居民营

造了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孩子们的表演很精彩，今天

我过得格外开心。”在宝鸡惠生活

养老服务中心，来自高新一小的志

愿者，为这里的老人表演了精彩的

文艺节目……

今年以来，一支支“红马甲”志

愿者队伍活跃在高新区的街头巷

尾，一项项暖心服务走到百姓身边

排忧解难，全区上下用实际行动践

行雷锋精神，弘扬时代新风。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60周年。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

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的重要指示

精神，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服务百

姓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中凝聚和引

领作用，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高新区党工委文明办

在全区开展了“文明实践 携手同

行”2023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精心谋划了“党的声音进万家”文

明实践宣讲志愿服务活动、“文明

宝鸡 周末‘益’起来”志愿服务活

动、“青春志愿行”志愿服务活动、

“文明交通新‘行’象”志愿服务活

动、“暖心送关爱”志愿服务活动、

“军民一家亲”志愿服务活动和“智

慧助老”志愿服务活动等七大活

动，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项目化、

常态化。活动开展以来，得到各级

各部门及广大志愿者的积极响应，

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志愿活动 240

余场次，助推好人好事蔚然成风，

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中。

学身边好人  播撒文明“种子”
近日，曾荣登2022年9月“中国

好人榜”的宝鸡市第七届道德模范谭

云，走进驻高新区天王镇某部队开展

宣讲，她热心助人、乐于奉献的感人

事迹，让台下的铁血男儿听得十分投

入并深受感染，大家纷纷表示要向她

学习，弘扬雷锋精神。

谭云是宝鸡海景出租汽车有

限公司出租车驾驶员，从业 20年

来，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她总

尽己所能施以援手。2001年 2月，

谭云从凤县返回宝鸡途中碰到一

起惨烈车祸，她立即停车，拨打急

救电话，从车中救出 5人；2014年

12月，谭云碰到一名精神失常的少

女流落街头，便为其拿来衣服和食

物，经多方联系找到了女孩远在西

安的父母；2016年夏天，谭云搭载

了一名女乘客，因其被骗走 2万元

情绪激动扬言要自杀，谭云不断安

抚她的情绪并协助报案，还给她安

排了食宿……类似的好人好事还

有很多，近年来，在谭云的带动下，

海景出租车公司“学好人、当好人”

蔚然成风。这家仅有200辆车、300

名驾驶员的民营出租汽车公司，先

后涌现出 3位“陕西好

人”、2位“中国好人”，

在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同

时，擦亮了宝鸡这座城

市的文明底色。

身边的故事最感人。为充分发

挥身边好人的榜样引领作用，用身

边人影响身边人、用身边事激励身

边人、用身边荣誉鼓舞身边人，形

成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宝鸡高新

区广泛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先后选树各级“身边好

人”、道德模范 46 人。通过网站、微

信、展板、道德讲堂等载体，宣讲好

人故事，为群众树立起一座座榜样

的灯塔，在全区形成了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凡人善举层

出不穷，“好人效应”日渐凸显。

文明榜样播撒文明“种子”，志

愿服务遍地开花。如今，在宝鸡高新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处处可及、

人人可为，正以独特的方式、崭新的

面貌诠释着城市进步和人民幸福。

八鱼镇卫生院志愿者为群众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