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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红山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隶属于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榆神
煤电公司，在过去的10年里，公
司利用原有的一台40吨燃煤锅
炉和金龙北郊电厂 2x50MW 热
电联产机组，承担着榆林东沙片
区集中供热的艰巨任务。43 名
热力人组成了一支有梦想、有热
情、敢拼搏的团队，“服务社会、温
暖万家”是扎根在红山热力人心
里共同的心愿。

冬季供暖一直是居民关心、关
注的热点问题。每年采暖季，为了
使居民能够享受到暖气片内汩汩
热流带来的温暖和舒适，他们总是
披星戴月、风雪无阻，坚守在岗位

上，除去正常上班，他们常常利用
周末、节假日休息时间，走街串巷
挨家挨户测量室内温度，精心调整
设备运行参数；穿梭在换热站、锅
炉房、检查井之间，查堵排漏；生产
运行人员更是整个采暖期24小时
轮班值守集控中心，对供热系统进
行实时监控；应急抢修人员随时待
命，以榆林红山热力人特有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不畏严寒，巡回检查
管网设备，排除隐患。他们用脚步
丈量着这个城市的距离，用辛勤的
劳动换来城市的温暖，他们的身影
形成了冬日城市间一道最靓丽的
风景线。

2018年为保证供热安全稳定

运行，多热源中继能源站工程项目
开工建设。施工现场，榆林红山热
力公司的施工小团队不分昼夜坚
守在那里，公司领导带领工程建设
相关人员争分夺秒实地查看，在工
程建设中挖潜能、找突破、通过技
术攻关全力提升工程质量，解决瓶
颈、降低成本、缩短工期，力争暖冬
惠民工程项目早日投入使用。甚至
为了某个重要的工程节点，他们很
多时候一天都不能离开施工现场，
一碗泡面就是他们的午餐，到了下
班时间，给家人只是简单的一句
话：“今天早了回不来……”没有解
释，妻子和孩子却是满满的理解与
支持。一位施工现场的年轻小伙
说：“前几天孩子生病了，我没办法
回去，满心的愧疚。”谁不想家人团
聚、妻儿相伴，但是冬季供热工作
责任重大，这份光荣艰巨的任务要
求每位热力人在严寒中坚守，默默
奉献与付出。热力人愿意将温暖传
递、将爱心传播、让全城的百姓在寒
冷的冬日里有所期待。

冬日换热站里、居民生活区
中，供热检查井内，上上下下、进进
出出，夏日工程建设施工现场埋头
苦干的身影，他们是这个城市中离
开最晚，上班最早的人，他们也是
行动最快，坚守到最后的人。他们
用执着直面困难，用微笑接受指
责，用真诚换取理解，在每个寒冷
的冬日里为居民传递温暖，用他们

的敬业和坚守为市民们筑起了一
道温暖的防线，他们就是这个季节
最可爱的人。

相比榆林市区同行业供热企
业，红山热力还肩负着一个更大的
责任——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
用房居民的供热保障。榆林城区
困难安居房集中在榆林东沙片区，
并成逐年增加的趋势，面对着榆林
市安居工程用户热费收缴难的问
题，红山热力人依旧选择百姓为先，
及时为居民送去温暖，点燃他们内
心深处最炙热的温度。同时，利用
周末休息时间走进社区宣传供用热
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受到广大
热用户的热忱欢迎，构建了和谐的
供用热关系，收费率达到了98%。

据了解，榆林红山热力公司成
立10年来，供热面积从最初的37
万㎡发展到2015年的210万㎡。
2015 年起供热面积增长较快，
2018年已达到400万㎡。随着供
热面积的增加，原有的金龙北郊电
厂热源供热能力受限，他们就从内
部管理系统挖潜能，通过老旧管网
改造、自控系统投入、智慧化系统

运用等措施，节能降耗，提质增效，
全力满足用户的需求，能耗指标从
2015年的0.77GJ/㎡下降到2017
年的0.40GJ/㎡。为实现“安全稳
定优质高效”供热，公司合理规划

“7·5”工作月（7个月的检修维护
保障5个月的安稳运行）来提高系
统及设备的健康水平，连续4年达
到了零故障供热运行的辉煌成
绩。热网技术一次次在供热人手
中实现质的飞跃，设备现代化操控
逐步走向完善，供热系统正由智能
化向智慧化转型。红山热力成为
了服务于10万供热用户的现代化
供热企业。

该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正华表
示，2018年迎来了榆林红山热力
公司的第10个年头，在这期间，全
体工作人员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铸就了今天的成就。在今后的工
作中依旧会用实际行动，发扬“团
结、敬业、务实、创新”的团队精神，
不畏险阻，满怀热情，始终如一地
坚守着这份惠民暖冬事业，做好寒
冬里的“守护者”。

吴智军 肖刘娜

寒冬里的“守护者”——

榆林红山热力公司保障居民过暖冬

冬季日常巡线

向群众普及供热知识及法律法规

室外寒风凛冽，室内温暖如春。在北方地区寒冷的冬日里，“严寒”与“供暖”成为
相生相伴的主旋律，在恶劣的天气里有一个守护者群体，他们默默奉献，坚守在生产一
线，为百姓传递着寒冬里的“温暖”，他们就是—榆林红山热力人。

2011年3月的一天，住香米
园社区的沈彩兰老人家里迎来了
一群特殊客人，西安市莲湖区居
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
给她送了一部手机，并告诉她只
要按下“一键通”，随时都可以和
服务信息中心联系寻求帮助。莲
湖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启
动，让老人们申请上门服务变得
更加方便，在“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第
四展区第四单元里，就有这样一
张图片记录了这一时刻，也成为
我省近年来大力推行居家养老模
式的一个缩影。

让老人融入社会
每一天都丰富多彩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
老服务的需求日渐增多。2011
年，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
求，莲湖区建立起区、街、社区三
级居家养老管理网络，并整合区
域内劳动保障、司法、卫生、民政
等政务服务资源和超市、餐饮、
维修、配送等便民服务资源，搭
建起区级、社区两级服务平台。

记者了解到，莲湖区居家养
老服务信息平台启动后，老人们
只需按下老人机上的“一键通”，
服务平台马上会显示老人个人
信息和家庭住址，接线员会根据
老人的需求，安排专人提供上门
服务。如果电话接通 8秒钟后
无人说话，则会启动紧急救援服
务程序。此外，服务平台经常组
织老人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
化体育活动，对有需求的老人还
开展日托照料、提供午餐、康复
训练等服务，还会组织医院的医
生对老人们开展健康养生知识
讲座，让老人们能够享受到健
康、贴心、周到的养老服务。

2020年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全覆盖

今年年初，我省出台《关于
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
目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快发展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明确新建

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按照
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
准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鼓励农村利用闲置资源
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等养老服
务设施。重点培育发展一批资
本雄厚、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管
理运营效益好的大型养老企业
和社会组织，实现连锁化、品牌
化、规模化经营。

目前，我省已经建成城市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
283个。建成运营农村互助幸福
院7423个，床位58504张，覆盖
了全省接近半数的行政村。

到 2020年，我省城市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将实现全覆
盖，农村互助幸福院覆盖80%的
农村社区，初步建立起与我省人
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文晨

今天，为期三天的第十九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将
在厦门开幕。我省 20余家“三
品一标”企业组团亮相。

本次博览会我省突出“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扎实推
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主题，聚焦
产业扶贫精准脱贫，组织了苹果、
猕猴桃、小杂粮等陕西优势特色
产品，重点宣传我省4个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和优

秀绿色企业产品，充分展示近年
来陕西农业抓绿色、提质量、树品
牌的新特色、新亮点、新成就。

陕西展区位于C4馆，面积
270平方米，创我省参加历届绿
博会最大面积，设计上融入了地

道陕西特色，色彩上以黄土高坡
和西安城墙黄灰为主，结合喜庆
的红灯笼、红辣椒和别具一格的
苹果造型凸显地域特色，成为展
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特派记者石喻涵

140个村入选2018年
我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本报讯（付江星记者王嘉）昨日来
自省住建厅消息，省住建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财政厅和省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
印发通知，公布了2018年陕西省美丽宜
居示范村名单，140个村榜上有名。

据了解，创建美丽宜居乡村是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项重要工作。省住建厅等四部门按照
《关于开展“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创
建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各设市（区）审
核初评的基础上，组织专家根据《陕西
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评价标准（试
行）》，对上报村庄申报资料审查的同时
进行逐项打分并公示，决定将西安市蓝
田县小寨镇董岭村等140个村公布为
2018年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西安举办人工智能
产业项目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王嘉）12月5日至6
日，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I⁃
IA）主办，环大学创新产业带管委会承
办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I⁃
IA）投融资项目组成立大会暨西安人工
智能产业项目交流会在西安创新设计
中心举办。美国硅谷创新企业、国内外
顶尖人工智能团队、投融资机构、创业
孵化器、服务机构以及西安本地创业团
队等150余名代表在闭门会议上同台
竞技，寻找“伯乐”。

会上，陕西思科锐迪网络安全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电气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等5家西安本地人工智能
企业分别进行了项目路演，说亮点、提
需求，交换名片，洽谈合作。

居家养老营造老陕幸福晚年

陕西20余家企业组团亮相中国绿博会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陕西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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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红山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隶属于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榆神
煤电公司，在过去的10年里，公
司利用原有的一台40吨燃煤锅
炉和金龙北郊电厂 2x50MW 热
电联产机组，承担着榆林东沙片
区集中供热的艰巨任务。43 名
热力人组成了一支有梦想、有热
情、敢拼搏的团队，“服务社会、温
暖万家”是扎根在红山热力人心
里共同的心愿。

冬季供暖一直是居民关心、关
注的热点问题。每年采暖季，为了
使居民能够享受到暖气片内汩汩
热流带来的温暖和舒适，他们总是
披星戴月、风雪无阻，坚守在岗位

上，除去正常上班，他们常常利用
周末、节假日休息时间，走街串巷
挨家挨户测量室内温度，精心调整
设备运行参数；穿梭在换热站、锅
炉房、检查井之间，查堵排漏；生产
运行人员更是整个采暖期24小时
轮班值守集控中心，对供热系统进
行实时监控；应急抢修人员随时待
命，以榆林红山热力人特有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不畏严寒，巡回检查
管网设备，排除隐患。他们用脚步
丈量着这个城市的距离，用辛勤的
劳动换来城市的温暖，他们的身影
形成了冬日城市间一道最靓丽的
风景线。

2018年为保证供热安全稳定

运行，多热源中继能源站工程项目
开工建设。施工现场，榆林红山热
力公司的施工小团队不分昼夜坚
守在那里，公司领导带领工程建设
相关人员争分夺秒实地查看，在工
程建设中挖潜能、找突破、通过技
术攻关全力提升工程质量，解决瓶
颈、降低成本、缩短工期，力争暖冬
惠民工程项目早日投入使用。甚至
为了某个重要的工程节点，他们很
多时候一天都不能离开施工现场，
一碗泡面就是他们的午餐，到了下
班时间，给家人只是简单的一句
话：“今天早了回不来……”没有解
释，妻子和孩子却是满满的理解与
支持。一位施工现场的年轻小伙
说：“前几天孩子生病了，我没办法
回去，满心的愧疚。”谁不想家人团
聚、妻儿相伴，但是冬季供热工作
责任重大，这份光荣艰巨的任务要
求每位热力人在严寒中坚守，默默
奉献与付出。热力人愿意将温暖传
递、将爱心传播、让全城的百姓在寒
冷的冬日里有所期待。

冬日换热站里、居民生活区
中，供热检查井内，上上下下、进进
出出，夏日工程建设施工现场埋头
苦干的身影，他们是这个城市中离
开最晚，上班最早的人，他们也是
行动最快，坚守到最后的人。他们
用执着直面困难，用微笑接受指
责，用真诚换取理解，在每个寒冷
的冬日里为居民传递温暖，用他们

的敬业和坚守为市民们筑起了一
道温暖的防线，他们就是这个季节
最可爱的人。

相比榆林市区同行业供热企
业，红山热力还肩负着一个更大的
责任——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
用房居民的供热保障。榆林城区
困难安居房集中在榆林东沙片区，
并成逐年增加的趋势，面对着榆林
市安居工程用户热费收缴难的问
题，红山热力人依旧选择百姓为先，
及时为居民送去温暖，点燃他们内
心深处最炙热的温度。同时，利用
周末休息时间走进社区宣传供用热
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受到广大
热用户的热忱欢迎，构建了和谐的
供用热关系，收费率达到了98%。

据了解，榆林红山热力公司成
立10年来，供热面积从最初的37
万㎡发展到2015年的210万㎡。
2015 年起供热面积增长较快，
2018年已达到400万㎡。随着供
热面积的增加，原有的金龙北郊电
厂热源供热能力受限，他们就从内
部管理系统挖潜能，通过老旧管网
改造、自控系统投入、智慧化系统

运用等措施，节能降耗，提质增效，
全力满足用户的需求，能耗指标从
2015年的0.77GJ/㎡下降到2017
年的0.40GJ/㎡。为实现“安全稳
定优质高效”供热，公司合理规划

“7·5”工作月（7个月的检修维护
保障5个月的安稳运行）来提高系
统及设备的健康水平，连续4年达
到了零故障供热运行的辉煌成
绩。热网技术一次次在供热人手
中实现质的飞跃，设备现代化操控
逐步走向完善，供热系统正由智能
化向智慧化转型。红山热力成为
了服务于10万供热用户的现代化
供热企业。

该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正华表
示，2018年迎来了榆林红山热力
公司的第10个年头，在这期间，全
体工作人员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铸就了今天的成就。在今后的工
作中依旧会用实际行动，发扬“团
结、敬业、务实、创新”的团队精神，
不畏险阻，满怀热情，始终如一地
坚守着这份惠民暖冬事业，做好寒
冬里的“守护者”。

吴智军 肖刘娜

寒冬里的“守护者”——

榆林红山热力公司保障居民过暖冬

冬季日常巡线

向群众普及供热知识及法律法规

室外寒风凛冽，室内温暖如春。在北方地区寒冷的冬日里，“严寒”与“供暖”成为
相生相伴的主旋律，在恶劣的天气里有一个守护者群体，他们默默奉献，坚守在生产一
线，为百姓传递着寒冬里的“温暖”，他们就是—榆林红山热力人。

2011年3月的一天，住香米
园社区的沈彩兰老人家里迎来了
一群特殊客人，西安市莲湖区居
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
给她送了一部手机，并告诉她只
要按下“一键通”，随时都可以和
服务信息中心联系寻求帮助。莲
湖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启
动，让老人们申请上门服务变得
更加方便，在“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第
四展区第四单元里，就有这样一
张图片记录了这一时刻，也成为
我省近年来大力推行居家养老模
式的一个缩影。

让老人融入社会
每一天都丰富多彩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
老服务的需求日渐增多。2011
年，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
求，莲湖区建立起区、街、社区三
级居家养老管理网络，并整合区
域内劳动保障、司法、卫生、民政
等政务服务资源和超市、餐饮、
维修、配送等便民服务资源，搭
建起区级、社区两级服务平台。

记者了解到，莲湖区居家养
老服务信息平台启动后，老人们
只需按下老人机上的“一键通”，
服务平台马上会显示老人个人
信息和家庭住址，接线员会根据
老人的需求，安排专人提供上门
服务。如果电话接通 8秒钟后
无人说话，则会启动紧急救援服
务程序。此外，服务平台经常组
织老人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
化体育活动，对有需求的老人还
开展日托照料、提供午餐、康复
训练等服务，还会组织医院的医
生对老人们开展健康养生知识
讲座，让老人们能够享受到健
康、贴心、周到的养老服务。

2020年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全覆盖

今年年初，我省出台《关于
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
目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快发展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明确新建

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按照
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
准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鼓励农村利用闲置资源
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等养老服
务设施。重点培育发展一批资
本雄厚、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管
理运营效益好的大型养老企业
和社会组织，实现连锁化、品牌
化、规模化经营。

目前，我省已经建成城市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
283个。建成运营农村互助幸福
院7423个，床位58504张，覆盖
了全省接近半数的行政村。

到 2020年，我省城市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将实现全覆
盖，农村互助幸福院覆盖80%的
农村社区，初步建立起与我省人
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文晨

今天，为期三天的第十九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将
在厦门开幕。我省 20余家“三
品一标”企业组团亮相。

本次博览会我省突出“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扎实推
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主题，聚焦
产业扶贫精准脱贫，组织了苹果、
猕猴桃、小杂粮等陕西优势特色
产品，重点宣传我省4个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和优

秀绿色企业产品，充分展示近年
来陕西农业抓绿色、提质量、树品
牌的新特色、新亮点、新成就。

陕西展区位于C4馆，面积
270平方米，创我省参加历届绿
博会最大面积，设计上融入了地

道陕西特色，色彩上以黄土高坡
和西安城墙黄灰为主，结合喜庆
的红灯笼、红辣椒和别具一格的
苹果造型凸显地域特色，成为展
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特派记者石喻涵

140个村入选2018年
我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本报讯（付江星记者王嘉）昨日来
自省住建厅消息，省住建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财政厅和省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
印发通知，公布了2018年陕西省美丽宜
居示范村名单，140个村榜上有名。

据了解，创建美丽宜居乡村是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项重要工作。省住建厅等四部门按照
《关于开展“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创
建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各设市（区）审
核初评的基础上，组织专家根据《陕西
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评价标准（试
行）》，对上报村庄申报资料审查的同时
进行逐项打分并公示，决定将西安市蓝
田县小寨镇董岭村等140个村公布为
2018年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西安举办人工智能
产业项目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王嘉）12月5日至6
日，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I⁃
IA）主办，环大学创新产业带管委会承
办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I⁃
IA）投融资项目组成立大会暨西安人工
智能产业项目交流会在西安创新设计
中心举办。美国硅谷创新企业、国内外
顶尖人工智能团队、投融资机构、创业
孵化器、服务机构以及西安本地创业团
队等150余名代表在闭门会议上同台
竞技，寻找“伯乐”。

会上，陕西思科锐迪网络安全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电气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等5家西安本地人工智能
企业分别进行了项目路演，说亮点、提
需求，交换名片，洽谈合作。

居家养老营造老陕幸福晚年

陕西20余家企业组团亮相中国绿博会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陕西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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