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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联合下
发轻工“大国工匠”评选结果：经
全国轻工行业协会、学会推荐，
单位申报，有关省市产业工会审
核，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
西安开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文等 42人被命名为轻工“大
国工匠”。

据了解，于文作为开米公司
的领导者、产品设计的参与者，
根据市场需求，先后组织参与研
制蔬果清洗剂、洗手液等家用洗
涤用品。在研制过程中，她始终
坚持“开米”环保、绿色洗涤标志

的显著特性，从洗涤祛污的基本
功能到洗涤后的留香、残留、保
护织物与皮肤等技术指标的确
定，到洗涤剂用量的计量选择、
产品包装形式的确定等每个细
微的环节都力求严谨、细致，要
求做到“精致与完美”。新产品
的开发设计与新工艺的制定，都
留有于文精心设计的足迹，并先
后获得“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

“碳金奖”。
为提高洗涤产品的附加

值，于文和她领导的研发团队，
以专注、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
益求精的工作理念，率先在国

内开发了液体“洗衣液、蔬果清
洗剂、洗手液”等产品。作为国
家标准“果蔬清洗剂”的第一起
草人，填补了国家标准的空
白。特别是“节水节能型含
MES超浓缩加酶衣用液体洗涤
剂”“环保安全型蔬果清洗剂”，
在传统的日化产品结构调整与
洗涤技术升级中，该技术成果
的研发与产业化的实施，为洗
涤行业的环保与低碳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探索与开辟了新的
途径。至今，于文在日化洗涤
行业中组织与参与编制的国家
与行业标准达 30多项，在科技

创新与技术引领中发挥了“大
国工匠”精神的引领作用。

获此殊荣后，于文说，28年
前，在一片废墟和荒地上创建诞
生的开米品牌，如今已经发展壮
大成中国洗涤用品行业研发、生
产的领军企业。“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是开米坚持科技创新发
展的支撑平台，创新发展的上海
智能开米制造工厂，是国家工信
部支持的“应用新模式智能制
造”项目及国家级消费品标准化
试点项目，这一切都为“开米”品
牌插上向世界腾飞的翅膀。

本报记者 江波

好的住宅承载了全家人
的生活梦想，它不仅需要配
套的完善与区域资源的高度
聚合，更需要精心的设计与
布局。华远·枫悦占据西安
城北凤城五路繁华地脉，先
天区位为美好城市生活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而精致化的
居所，则让家人距理想生活
更进一步。

宽景视野
纵览一园风华

在消费升级时代，人们对居
住的品质要求提高。推窗即享
宜人景观、呼吸清风鲜氧的居
所，在保证家人健康生活的同
时，亦能带来美好、愉悦的精神
享受。华远·枫悦精研城市三代
同堂居住习惯，打造建筑面积

138平方米阳光舒居，以社区多
重景观布局，南北向舒阔楼间
距，布局景观的良好视角，成就
家人的美好生活栖居地。

舒适梯户比
悦享尊崇归家礼遇

随着时代发展，楼道从无私
密可言的长廊变为“闲人”勿扰的
居住新体验。华远·枫悦两梯三
户、两梯四户设计，建筑面积138
平方米阳光舒居，保证了足够的
私人居住空间，避免嘈杂的环境，
让生活更具安全性与私密性。家
人出行乘电梯无需排队、拥挤，可
从容享受等待时间。同时宽敞的
电梯厅，无形中延展了生活空间
尺度，让尊崇优雅的生活之享，从
归家候梯的那一刻，蔓延开来。

南北通透
尽享阳光清风宠爱

繁华都市，高楼林立，清风
与阳光成了难得的奢侈品。华
远·枫悦从户型细节着手，建筑面
积138平方米阳光舒居以独具匠
心的规划和人性化的设计，实现

南北通透格局，满足家人对舒适
生活的所有想象。南北对流，让
房间保持“呼吸”，让家人健康多
一重保障。采光充足，让每一个
房间皆可享受阳光的眷顾。以匠
心营造的通透阳光大宅，让自然、
阳光、清风、雨露都成为日常。

四室空间
给生活N+1种可能

一个可以完美容纳全家生
活需求、满足全年龄段居住的住
所，可以给生活N+1 种可能。华
远·枫悦精心设计每个居住空
间，让家人可根据自己的喜好，
布局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建筑
面积约138平方米臻美四室，专
为追求品质的城市中坚人群打
造，奢华南向主卧容纳二人世界
的甜蜜，超大客厅满足亲朋好友
相聚的需要，甜蜜儿童房，让宝
贝快乐成长每一天，多功能室可
作娱乐区、衣帽间、书房。浪漫
阳台，藏纳家人的小闲趣。精美
户型设计，以空间的尺度礼遇生
活的高度，让家人共享天伦之
乐。H① 王蒙

12月 5日，西安万科“顶
峰聚首 共识城市”2018城市
发展论坛暨写字楼推介会举
行。论坛探讨了城市发展过
程中商写项目的促进作用和
发展价值，同时展示了万科
产办、万物商企在商写领域
的成果。

西安万科副总经理兼营
销公司总经理白涛、西安万
科副总经理兼商业公司总经
理祁勇、西安万科物业商写
运营中心总监柴伦，西安交
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教授、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杨
东朗，戴德梁行西北区商业
地产部主管张昊等参与了本
次活动。

白涛在致辞中介绍了西
安万科的发展历程，进驻西安

市场 10 年时间，万科推出了
28个品质项目，目前在售的还
有16个项目。一直以来，万科
都在努力探索和践行“城乡建
设与生活服务商”的定位，伴
随着大西安的快速发展，西安
万科有信心为市民群众提供
更有品质的服务。

据悉，在“城乡建设与生
活服务商”定位的指引下，万
科在西安全面加速了业务转
型，已经实现了住宅、产业、
商业、办公、泊寓、教育、家
居、物流等多个领域的战略
布局。商办作为万科业务布
局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城市
商务服务的提升，需求将得
到大幅释放。

祁勇表示，目前在西安，
万科所拥有的三大写字楼项

目均位于经开市府商圈、高
新区等核心地段。其中，作
为西安万科首个全自持型甲
级写字楼的经开万科中心，
实现了全配套服务体系，为
企业总部定制奢适商务服

务，目前入驻率位居区域前
列；而万科金域国际、万科汇
智中心优踞高新门户，借势
高新千亿产业势能，也已成
为 区 域 内 备 受 瞩 目 的 项
目。 P ① 杨琪

2018城市发展论坛暨写字楼推介会举行

西安万科商写受业界关注

陕师大奥林匹克
花园学校再获殊荣

近日，从陕西省西咸新区管委会教
育督导室、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传来喜
讯，陕西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学校荣
获实施2018年度教育质量提升316工
程评估A级等次，校长李鸿履职考核结
果为优秀等次。同时，在此次接受督导
评估的学校中，该校是唯一一个获得

“双优”的学校。本次316工程督导工
作是该校划归西咸新区以后首次接受
新区管委会教育督导室和教育卫体局
的检查评估。

据了解，评估专家组按照评估细
则分别从学校综合评估、内涵发展、办
学条件、艺体测试评估四大方面对该
校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陕西师大奥林
匹克花园学校“在学校管理、学生培
养、课程建设、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教
学方法”等方面积极探索，寻求新方法
新途径，以理念先进、特色鲜明、管理
精细、成效显著、发展快速赢得了社会
各方面的信赖。

校长李鸿对此表示，荣誉的取得是
对学校办学工作的肯定，学校将继续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学校发展再上新
台阶。”P② 赵娜

国家标准“果蔬清洗剂”第一起草人绿色环保洗涤品开创者

开米于文被命名轻工“大国工匠”

有孩子住华远

华远·枫悦造就精奢生活

合阳编印廉政漫画
揭露“四风”隐身衣

近日，合阳县纪委监委紧盯“四
风”新动向、新表现，创新党风廉政建设
宣传教育形式，以漫画图解说“四风”的
形式对25种“四风”新表现问题进行深
刻揭露，并编印成册。

该画册旨在用生动直观、诙谐幽
默的形式对当前党员领导干部中不同
程度存在的这些“四风”新表现进行揭
露诠释，给这些“四风”问题画画像，摆
摆问题表现，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
欣赏漫画的同时，看着“画像”查“自
己”，实事求是改作风。

据悉，该县已向全县各镇（街）、部
门单位配发“四风”新表现漫画图册
1500余册，并通过洽川清风网、“合阳廉
声”微信公众号、“清风合阳”彩信等平台
进行推送。同时向社会公布“四风”监
督举报电话，邀请广大干部群众相互监
督，共同推动作风建设持续深入。

本报记者 马秀红

12月4日，泾河新城黄冈泾河学校
校车申请手续在审批人员多方协调下，
只用了5个工作日就全部办结，比法定
时限11个工作日足足缩短了6天。

据悉，泾河新城行政审批与政务
服务局为积极打造“流程最优、环节最
少、时间最短、服务最佳”的政务服务品
质，让营商环境得到新的提升，特实行

“一人一事，专人专事”服务模式。此次
校车申请事宜，即由社会事务组专职审
批人员全权负责，审批人员在接到审批
事项后，第一时间进行办理落实。在
11月28日收到西咸新区黄冈泾河学校
的校车申请后，后台审批人员当天即联
络泾河新城教育卫体局、城乡管理局相
关人员前往黄冈学校进行现场踏勘，以
便及时填写审批意见，告知申请人，应注
意的设置事项。11月29日完成教育卫
体局、城乡管理局全部手续。11月30日
一早又前往泾阳县交警队办理交警队
所需手续，然而因黄冈校车服务公司注
册地为西安市，无法在泾阳交警处办理
注册。此时若审批人员再通知黄冈校
方，势必会延长审批时限，导致校车无法
按时运行。因此，审批人员主动联络泾
河交警、西咸交警进行多方协调，最终在
西安市交警支队经开大队为黄冈学校办
理校车申请业务，12月4日相关手续已全
部办结。 本报记者杨勇

泾河新城创新服务
提升营商环境

白涛介绍西安万科发展历程

华远·枫悦专为儿童打造专属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