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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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翔区长青镇石头坡村

产业化种植葱满希望 
本 报 讯 （宋 文 君）日

前，在凤翔区长青镇石头

坡村，200 亩的地里只有

不到 10 个人在劳作。这是

因为村里引进了大葱移栽

机，一 天 可 以 完 成 70 亩

大葱移栽，不仅提高了效

率，也节省了人工。大葱种

植产业化让村民尝到了甜

头，也让他们看到了科学

种植的重要性。

石头坡村发展大葱种植

业由来已久，且在不断创新。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去年种植

大葱 500 亩，收入 300 万元，

集体分红 50 万元，给村民发

放务工工资 92 万元。今年在

扩大种植规模的基础上，合

作社新购置了大葱播种机、

移栽机，使大葱从育苗、移

栽、培土、浇灌、作务到采收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同时，村

上正在积极建设集种子研

发、种子培育、土壤分析、病

虫害防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产业服务中心，全方位推动

大葱产业发展，走上品牌化

发展道路。

石头坡村党支部书记

潘勤珠说，今年村上将通过

以点带面、区域协同扩大种

植规模，力争种植面积突破

2 万亩，村集体经济收入突

破 1000 万元，广泛带动“长

青大葱”产业在全区遍地“开

花”，辐射带动周边县区种植

大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将

为村民提供务工岗位 3000

余个，实现务工收入突破

500 万元。 

我市拥有7个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数量位列地级市第一

本报讯 （记者 王怀宇）

近日，第三批陕西省工业设计

中心名单公布，中铁宝桥集团

有限公司新制式轨道交通装

备工业设计中心榜上有名。截

至目前，我市已有7户企业工

业设计中心跻身省级工业设

计中心，数量位列地级市第一。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工业

设计作为增强产品竞争力、增

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手段，推动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产学研深

度融合，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目前，涌现出了一批省

级工业设计中心：陕西宝光

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新能

源核心元器件设计中心、陕西

北方动力有限责任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烽火宏声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电声装备工业设计

中心、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型轨道减振系统工业设计

中心、合力叉车有限公司工业

车辆工业设计中心、陕汽集团

商用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工业

设计中心和中铁宝桥集团有

限公司新制式轨道交通装备

工业设计中心。

据了解，中铁宝桥集团

有限公司新制式轨道交通装

备工业设计中心成立于 2007

年，参与编制了多项国家标

准，多次承担国家重点工程建

设和国家级新产品研制任务，

先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和二等奖、国家优质工程

金质奖、建筑工程鲁班奖、中

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以及“古

斯塔夫·林登少”金奖等国内

国际奖项 90 余个。不久前，中

铁宝桥参建的南沙大桥（连

接广州市与东莞市的跨海大

桥），喜获中国交通公路建设

的最高荣誉——李春奖。

《三秦改革印记》 （宝鸡卷） 
编撰经验在全省推广

本 报 讯 （ 石 宝 军 ）日

前，笔者从市委党史研究室

了解到，《三秦改革印记》

（宝鸡卷）编撰工作经验在

全省推广。

《三秦改革印记》是由省

委党史研究室主导编撰的一

套图文并茂、全方位反映全省

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展示各地

发展成就、展现改革开放精

神的系列丛书。我市作为试点

市，聚焦创新创优，积极探路

先行，在全省率先完成编撰工

作，形成约 12 万字 100 余张

配图的精编稿。

据了解，我市编撰《三秦

改革印记》（宝鸡卷）探索总结

出了“22164”工作法，即采取

纵向沟通和横向联动 2种方

式建立有效工作机制，实现

省市县党史部门三级贯通、

党史系统和相关部门双向联

动；采取部门征集和自我筛

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普查

线索、入选条目；采取典型示

范的方法，择优打造 1篇范例

模板；采取向涉及的相关县

区、单位定点征集，从党史专

题辑、地方志等文献著作中查

找，从党史三卷相关专题资料

中选取，从历届党代会、五年

规划等档案文献，重大节庆成

就展、图片展，报纸刊物、官方

网站上查找等 6种方式补充

资料；在材料编排和书稿撰

写中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辩

证，以时间为序、由点到线的

体例框架，以点带面、同类聚

合的撰稿方式，以记叙性与描

写性相结合的表达形式等 4

项原则，保质保量、按时高效

完成了《三秦改革印记》（宝鸡

卷）编撰工作。

省委党史研究室认为，

宝鸡市的经验可借鉴、可复

制，为其他地市提供了有益参

考，必将有力助推全省丛书编

撰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开展。

千阳县组织镇村干部展示工作能力——

擂台赛上比干劲
本报讯 （宋文君）“我们

千川村自然条件好，种植的

红萝卜水分足、口感好，深受

消费者喜爱。今年我们将继

续种植高标准透心红萝卜示

范田 100 亩，壮大村集体经

济。”日前，在千阳县举办的

第一期镇村干部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能力展示赛上，城关

镇千川村党总支书记蒲让科

讲述的产业发展计划，赢得

了阵阵掌声。

此次，千阳县把镇村干

部能力展示放在张家塬镇南

湾岭移民搬迁小区，通过现

场“出题”、书记“应考”，台上

比武、揭短亮相，激励镇村干

部敢于创新、勇于突破。参加

展示的镇村干部通过能力

“擂台赛”登台比武，谈如何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如何

搞好乡村治理、乡村建设。通

过比思路、晒亮点、谈打算、

展风采，使全县乡村振兴在

前期谋划的基础上又有了新

亮点。据悉，“擂台赛”今年计

划举办 4 期，每期根据全县

阶段性重点工作确定一个展

示主题，由镇、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及驻村第一书记现场

以“专家+ 干部”相结合的

方式比拼，相互交流，以比促

学、以赛促干，达到共同提高

的效果。

凤县红花铺镇

精准培训送上门
本报讯 （记者 魏薇）到

农村度假，住宿体验也很重

要，如何让游客住得舒心呢？

近日，凤县红花铺镇在永生村

开办客房服务培训班，专门给

村民教授专业的客房服务知

识，受到大家欢迎。

永生村作为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全国美丽休闲乡

村，环境优美，近年来吸引

了不少游客来此观光，于是

村里就有了十几户人家专

门经营农家乐、家庭宾馆或

民宿，而且附近很多村也相

继开展了民宿服务。为了让

游客有高质量的住宿感受，

红花铺镇邀请专业人士为

大家开设客房服务培训班。

培训内容涉及经营理念、礼

仪接待、客房服务、成本控

制等方面，对经营者掌握经

营之道、提高服务质量很有

帮助，来自全镇的 30 名群

众参加了培训。“这次培训

很实在且及时，听了老师的

讲解，我了解了房间的清扫

标准和铺床标准，学会了如

何与客人沟通、如何注意

礼仪。相信只要我们提高服

务质量，生意一定会越来越

好。”参加培训的永生村农

家乐经营者陈卓说。

陇县东风镇上凉泉村

壮大辣椒产业  换来红火日子
本报讯 （赵彬瑞 解腊

红）“咱们今年选用的辣椒品

种是秦风椒星，特点是色泽

鲜亮，口感细腻，辣味适中。”

近日，在陇县东风镇上凉泉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秦州辣

椒合作社负责人给村民们讲

解今年所种辣椒的亮点。红

艳艳的辣椒让村民们过上了

红火的日子。

“以前我们种植的辣椒

苗都是从市场上买的，品种

参差不齐，产量和质量难以

保证。今年由村党支部牵头，

鼓励村民在自家地里育苗，

合作社再购买栽植。合作社

从育苗到采收，提供全方位

服务。”上凉泉村党支部书记

王小春介绍，上凉泉村是省

农业农村厅认定的无公害辣

椒生产基地，村党支部带头

建立了全县首个辣椒专业合

作社。近年来，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联动村内陇富民合作

社、秦州辣椒合作社、清泉辣

椒合作社，共同发展壮大辣

椒产业。陇富民合作社从辣

椒育苗、田间移栽等方面，给

村民们进行技术指导；秦州

辣椒合作社提供辣椒种子、

农药、化肥、地膜等生产资料；

清泉辣椒合作社从辣椒的育

苗、采摘烘烤、市场销售等方

面给予全方位服务指导。目

前，上凉泉村种植辣椒200余

亩，亩均收益在4000多元，成

为村民重要的一项收入。 

乡村振兴进行时

村民在培育辣椒苗

村民使用移栽机将葱苗移栽到地里

宝鸡中小企业春季系列公益招聘会举办

一起益企
职等你来

二十大精神宣讲入人心

3 月 15 日，金台区东门
口社区组织党员小分队到辖
区文化广场、日间照料中心，
向老年人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重点讲解了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提出的发展养老事业
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
服务等内容，大家听后倍感
暖心，直夸党的政策好。  

本报记者 张敏涛摄

3 月 18 日，2023
“一起益企”宝鸡中小
企业春季系列公益招
聘会第一场在宝鸡体
育场举办。100 余家
用人单位提供近千个
岗位，1000 余求职者
参会，300 余人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

据了解，本次活
动由市工信局主办，
市 工 业 发 展 促 进 中
心、汇才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承办。首场活
动 3 月 18 日启动，3
月 25 日、4 月 2 日将
举办第二、三场。

（宋文君）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