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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石喻涵）1月11日下午，嫦
娥四号两器互拍的清晰影像图出现在北京

航天飞控中心的大屏上，嫦娥四号任务圆满
成功。此次大家在地球上看到的每一张从
嫦娥四号发回的照片，都离不开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西安分院为嫦娥四号打造的专属地
月通信“专属手机”。

此次嫦娥四号圆满完成任务，离不开西
安分院为其打造的测控天线、数传子系统、
测距测速敏感期（也称落月雷达），为中继星
提供的中继通信分系统，天线分系统以及测
控分系统等重要产品设备。

“两器互拍完成后，首先就是巡视器拍
的着陆器照片，通过两器之间的UHF通信
链路传到着陆器上，着陆器的数传跟中继
星之间有个链路，通过这个链路再把照片
发到中继星上，这个距离大概有8万公里左
右，中继星再传回地面的接收系统，大概需
要40多万公里的距离。”西安分院嫦娥四号
项目负责人谭小敏告诉记者，就像是手机
之间的通信一样，在地球上收到的每一张
来自嫦娥四号的照片，都要经过这样的中

转过程。这中间最艰难的不是从中继卫星
到地球的40多万公里，而是从月球到中继
卫星的8万公里。

在茫茫太空中，要实现嫦娥四号和中继
卫星两个微小的航空器精准通信，就对嫦娥
四号的数传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次，嫦
娥四号的数传系统共设置四种传输速率，其
中包含了低速传输。

“嫦娥四号传输信息的能量是一定的，
如果传输速率过快，就会导致信息无法顺利
到达中继星，低速率信号的传输比高速率信
号的传输难度更大。”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
安分院的科研人员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成
功解决了信号传输质量的难题，从嫦娥四号
传回来的两器互拍图像清晰，细节可辨，充
分验证了数传系统的可靠性。

同时，“鹊桥”的中继通信分系统在地、
月、星之间建立了数据链路，这些数据链路
可以实现“鹊桥”与嫦娥四号探测器的双向
通信以及“鹊桥”与地面的双向通信。

为积极发挥财政职能，支持我省乡村振
兴战略顺利实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省财政厅近日制定印发了《关于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将建立健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多元投入保障机制，使财政资
金发挥出最大效益，不断推动乡村振兴取得
新的成效。

完善农业农村投入优先保障机制，坚持
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
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健全投

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
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
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总量持续增加，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
标任务相适应。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各级财
政专项资金要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加大对
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
落实初级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金
融等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进部分农产品增
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改革等。

同时，将从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推动完
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方
式等方面着手，创新多渠道资金筹集机制，
加快构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

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
作包括：大力支持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大力支持乡村绿色发展、大力支持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建立健全现代乡
村治理体系、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王嘉

省财政厅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完善农业农村投入优先保障机制

本报讯（记者文晨）根据省农业农村厅会
同省财政厅、省林业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省气象局、陕西银保监局制定的《2019年度陕西
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今年我省中
央财政补贴保险品种从10个增加到11个，省级
财政补贴保险品种从9个增加到10个。

《方案》明确，加大对“3+X”特色产业、贫困
县主导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县主导和特
色产业保险全覆盖。各市县要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产业发展所缴保费，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和涉农整合资金直补，通过“一卡通”发放到
户。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与承办农业
保险的保险机构，在自愿原则下签订农业保险
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
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方式强迫、限制农民
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在财政补贴品种和规模上，中央财政补
贴保险品种从10个增加到11个，实行规模全

覆盖。省级财政补贴保险品种从9个增加到
10个，包括苹果、核桃、大枣、花椒、猕猴桃、设
施蔬菜、仔猪、种公猪、奶山羊、农房等。保险
规模在2018年实施规模的基础上，适当提
高。同时，鼓励各级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与保
险、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带有趋
势性、方向性的农业保险创新品种试点，引导
多元主体参与，构建“多层次、多方式”产业发
展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收入稳定保障体系。

我省今年农业保险补贴品种增加

在脱贫攻坚中，龙头企业扮演着当地产
业发展的“引路人”，它们发挥自己项目、资金、
技术、管理及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产业布
局、技术嫁接、资金注入、就业带动等形式，倾
力助推陕西省脱贫攻坚。这其中，由省国资
委组建的9个国企助力脱贫攻坚合力团，在扶
贫过程中探索出了多条各具特色的扶贫路
径，为贫困户撑起了各式各样的“脱贫伞”。

发挥国企优势助力产业扶贫

去年以来，陕西 9个合力团发挥国企
优势，助力产业扶贫。目前，安康合力团
的陕建集团与安康市汉滨区签订了装配
式建筑PC构件生产项目；宝鸡合力团的陕
汽集团成功引进国内知名汽车零部件企
业山东雷帕得公司，入驻扶风县投资建设
本地化配套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既
推进了产业扶贫，又促进企业发展，实现
了互利共赢。

探索不同形式扶贫模式

在商洛市洛南县寺耳镇，洛南县阳光美

农食药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合作社+
基地+社员+农户”的形式，带动群众一起发
展食药用菌产业。记者了解到，创办合作社
的罗婵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在辞去工
作回到家乡后，2015年创办了这个合作社。
为了让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创业项目发挥更
大的作用，商洛合力团陕西黄金公司通过资
助合作社帮扶贫困户，计划前三年每年拿出
30%-50%利润，通过县扶贫局回馈给贫困户
和五保户。合作社发展壮大后，贫困户优先
持股并在年底分红。

这种发挥金融优势支持地方经济的模
式，是陕西国企合力团探索不同形式扶贫
模式的一个缩影。其中，商洛合力团坚持
以“三变”改革为引领，探索出了“政府搭
台+企业引领+（基金支持）+农户联动”、增
资扩股发展重点产业、“企业投资、国家补
贴、金融支持、群众自
筹”股权设置、基金“三
动三联合”等 4 种扶贫
模式，走出了合力团扶
贫的新路子。

确保贫困县扶贫项目全覆盖

截至去年11月底，陕西9个合力团共计
对接项目124个，开工项目100个，部分建成
投产项目29个，其中建成投产项目42个，已
投资金额91亿元，带动就业人数16413人，
带动贫困户19516户。

今年，省国资委将按照所帮扶市区贫困县
的数量及贫困程度，合理调配扶贫力量，确保
55个国定贫困县产业扶贫项目全覆盖，力争到
今年底，每个深度贫困县至少建设1户产业扶
贫项目或龙头企业，助推全省11个深度贫困县
（区）如期摘帽。同时，指导各参扶单位尽力落
实“要拿出企业注册资本1%用于产业扶贫工
程”和产业扶贫资金预算单列的要求，保证产
业扶贫资金投入，在确保速度与质量的同时，
尽快实现达产达效。 本报记者文晨

陕西国企合力团撑起“脱贫伞”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12日从应急管
理部了解到，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永兴
办事处百吉煤矿当日发生事故后，应急
管理部立即部署救援工作，协调当地政
府和救援力量全力以赴抢救被困人
员。同时，应急管理部派出由副部长、
国家煤监局局长黄玉治带队的工作组
赶赴现场，指导当地开展救援和事故调
查处置工作。

12日18时许，神木市永兴办事处
百吉煤矿发生井下冒顶事故，约20人
被困井下。目前，陕西省政府常务副省
长梁桂已带领相关部门赶赴现场。

榆林百吉煤矿发生事故
应急管理部指导协调
应急处置工作

《一抓到底正风纪——秦岭违
建别墅整治始末》新闻专题片在中
央电视台播出后，连日来，西安市长
安区、鄠邑区迅速组织领导干部集
中收看专题片，并开展学习讨论，深
刻汲取教训，经受思想洗礼。

专题片详细还原了秦岭违建
别墅问题的始末，深刻剖析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
题六次重要批示指示重要意义、秦岭
违建别墅的发生和演变，以及领导干
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
正之风，给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严
肃深刻的政治、思想、纪律、作风党性
教育课。

长安区广大党员干部在收看完专
题片后表示，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
果，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秦岭违建问
题后续整治工作，高标准推进植被复
绿、峪口增绿工程建设，依靠智慧秦岭
大平台加强生态保护，加快建设秦岭
国家中央公园，加大力度整治秦岭北
麓区域农村环境，全面提升秦岭北麓
生态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水平，建立
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全力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同时，下大力气推进“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清洁乡村”行
动、脱贫攻坚等当前重点工作，努力实
现区域发展新突破。

本报记者文晨

长安鄠邑组织收看
《一抓到底正风纪》

本报讯（记者赵波）1月9日，中央
文明办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全国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并发布
2018年 12月“中国好人榜”，共有 108
人（组）光荣上榜。其中，陕西5人（组）
上榜。

我省推荐的上榜好人中，身残志
坚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淳化县马家
便民服务中心桥上村村民刘斌入选
助人为乐类好人；在大火中勇救邻居
的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街道新建路
社区居民宋永庆、宋刚入选见义勇为
类好人；坚守承诺、全心全意为乡亲
们干实事的澄城县安里镇郊城堡村
党支部书记白金仓入选诚实守信类
好人；坚持十年为用户无私奉献的中
国移动陕西咸阳分公司通信工程师
马万军入选敬业奉献类好人；带着患
有痴呆症的养母上学的西北工业大
学学生孙玉晴入选孝老爱亲类好
人。据悉，“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 2019年 1月网络投票已经开
始。月底前，网友可登录中国文明网

“中国好人榜”页面进行留言评议，为
身边模范人物点赞。

我省5人（组）登上
上月“中国好人榜”

嫦娥四号“专属手机”陕西造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拍摄的玉兔
二号巡视器走上月面影像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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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石喻涵）1月11日下午，嫦
娥四号两器互拍的清晰影像图出现在北京

航天飞控中心的大屏上，嫦娥四号任务圆满
成功。此次大家在地球上看到的每一张从
嫦娥四号发回的照片，都离不开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西安分院为嫦娥四号打造的专属地
月通信“专属手机”。

此次嫦娥四号圆满完成任务，离不开西
安分院为其打造的测控天线、数传子系统、
测距测速敏感期（也称落月雷达），为中继星
提供的中继通信分系统，天线分系统以及测
控分系统等重要产品设备。

“两器互拍完成后，首先就是巡视器拍
的着陆器照片，通过两器之间的UHF通信
链路传到着陆器上，着陆器的数传跟中继
星之间有个链路，通过这个链路再把照片
发到中继星上，这个距离大概有8万公里左
右，中继星再传回地面的接收系统，大概需
要40多万公里的距离。”西安分院嫦娥四号
项目负责人谭小敏告诉记者，就像是手机
之间的通信一样，在地球上收到的每一张
来自嫦娥四号的照片，都要经过这样的中

转过程。这中间最艰难的不是从中继卫星
到地球的40多万公里，而是从月球到中继
卫星的8万公里。

在茫茫太空中，要实现嫦娥四号和中继
卫星两个微小的航空器精准通信，就对嫦娥
四号的数传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次，嫦
娥四号的数传系统共设置四种传输速率，其
中包含了低速传输。

“嫦娥四号传输信息的能量是一定的，
如果传输速率过快，就会导致信息无法顺利
到达中继星，低速率信号的传输比高速率信
号的传输难度更大。”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
安分院的科研人员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成
功解决了信号传输质量的难题，从嫦娥四号
传回来的两器互拍图像清晰，细节可辨，充
分验证了数传系统的可靠性。

同时，“鹊桥”的中继通信分系统在地、
月、星之间建立了数据链路，这些数据链路
可以实现“鹊桥”与嫦娥四号探测器的双向
通信以及“鹊桥”与地面的双向通信。

为积极发挥财政职能，支持我省乡村振
兴战略顺利实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省财政厅近日制定印发了《关于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将建立健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多元投入保障机制，使财政资
金发挥出最大效益，不断推动乡村振兴取得
新的成效。

完善农业农村投入优先保障机制，坚持
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
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健全投

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
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
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总量持续增加，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
标任务相适应。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各级财
政专项资金要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加大对
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
落实初级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金
融等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进部分农产品增
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改革等。

同时，将从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推动完
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方
式等方面着手，创新多渠道资金筹集机制，
加快构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

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
作包括：大力支持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大力支持乡村绿色发展、大力支持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建立健全现代乡
村治理体系、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王嘉

省财政厅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完善农业农村投入优先保障机制

本报讯（记者文晨）根据省农业农村厅会
同省财政厅、省林业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省气象局、陕西银保监局制定的《2019年度陕西
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今年我省中
央财政补贴保险品种从10个增加到11个，省级
财政补贴保险品种从9个增加到10个。

《方案》明确，加大对“3+X”特色产业、贫困
县主导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县主导和特
色产业保险全覆盖。各市县要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产业发展所缴保费，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和涉农整合资金直补，通过“一卡通”发放到
户。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与承办农业
保险的保险机构，在自愿原则下签订农业保险
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
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方式强迫、限制农民
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在财政补贴品种和规模上，中央财政补
贴保险品种从10个增加到11个，实行规模全

覆盖。省级财政补贴保险品种从9个增加到
10个，包括苹果、核桃、大枣、花椒、猕猴桃、设
施蔬菜、仔猪、种公猪、奶山羊、农房等。保险
规模在2018年实施规模的基础上，适当提
高。同时，鼓励各级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与保
险、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带有趋
势性、方向性的农业保险创新品种试点，引导
多元主体参与，构建“多层次、多方式”产业发
展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收入稳定保障体系。

我省今年农业保险补贴品种增加

在脱贫攻坚中，龙头企业扮演着当地产
业发展的“引路人”，它们发挥自己项目、资金、
技术、管理及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产业布
局、技术嫁接、资金注入、就业带动等形式，倾
力助推陕西省脱贫攻坚。这其中，由省国资
委组建的9个国企助力脱贫攻坚合力团，在扶
贫过程中探索出了多条各具特色的扶贫路
径，为贫困户撑起了各式各样的“脱贫伞”。

发挥国企优势助力产业扶贫

去年以来，陕西 9个合力团发挥国企
优势，助力产业扶贫。目前，安康合力团
的陕建集团与安康市汉滨区签订了装配
式建筑PC构件生产项目；宝鸡合力团的陕
汽集团成功引进国内知名汽车零部件企
业山东雷帕得公司，入驻扶风县投资建设
本地化配套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既
推进了产业扶贫，又促进企业发展，实现
了互利共赢。

探索不同形式扶贫模式

在商洛市洛南县寺耳镇，洛南县阳光美

农食药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合作社+
基地+社员+农户”的形式，带动群众一起发
展食药用菌产业。记者了解到，创办合作社
的罗婵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在辞去工
作回到家乡后，2015年创办了这个合作社。
为了让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创业项目发挥更
大的作用，商洛合力团陕西黄金公司通过资
助合作社帮扶贫困户，计划前三年每年拿出
30%-50%利润，通过县扶贫局回馈给贫困户
和五保户。合作社发展壮大后，贫困户优先
持股并在年底分红。

这种发挥金融优势支持地方经济的模
式，是陕西国企合力团探索不同形式扶贫
模式的一个缩影。其中，商洛合力团坚持
以“三变”改革为引领，探索出了“政府搭
台+企业引领+（基金支持）+农户联动”、增
资扩股发展重点产业、“企业投资、国家补
贴、金融支持、群众自
筹”股权设置、基金“三
动三联合”等 4 种扶贫
模式，走出了合力团扶
贫的新路子。

确保贫困县扶贫项目全覆盖

截至去年11月底，陕西9个合力团共计
对接项目124个，开工项目100个，部分建成
投产项目29个，其中建成投产项目42个，已
投资金额91亿元，带动就业人数16413人，
带动贫困户19516户。

今年，省国资委将按照所帮扶市区贫困县
的数量及贫困程度，合理调配扶贫力量，确保
55个国定贫困县产业扶贫项目全覆盖，力争到
今年底，每个深度贫困县至少建设1户产业扶
贫项目或龙头企业，助推全省11个深度贫困县
（区）如期摘帽。同时，指导各参扶单位尽力落
实“要拿出企业注册资本1%用于产业扶贫工
程”和产业扶贫资金预算单列的要求，保证产
业扶贫资金投入，在确保速度与质量的同时，
尽快实现达产达效。 本报记者文晨

陕西国企合力团撑起“脱贫伞”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12日从应急管
理部了解到，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永兴
办事处百吉煤矿当日发生事故后，应急
管理部立即部署救援工作，协调当地政
府和救援力量全力以赴抢救被困人
员。同时，应急管理部派出由副部长、
国家煤监局局长黄玉治带队的工作组
赶赴现场，指导当地开展救援和事故调
查处置工作。

12日18时许，神木市永兴办事处
百吉煤矿发生井下冒顶事故，约20人
被困井下。目前，陕西省政府常务副省
长梁桂已带领相关部门赶赴现场。

榆林百吉煤矿发生事故
应急管理部指导协调
应急处置工作

《一抓到底正风纪——秦岭违
建别墅整治始末》新闻专题片在中
央电视台播出后，连日来，西安市长
安区、鄠邑区迅速组织领导干部集
中收看专题片，并开展学习讨论，深
刻汲取教训，经受思想洗礼。

专题片详细还原了秦岭违建
别墅问题的始末，深刻剖析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
题六次重要批示指示重要意义、秦岭
违建别墅的发生和演变，以及领导干
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
正之风，给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严
肃深刻的政治、思想、纪律、作风党性
教育课。

长安区广大党员干部在收看完专
题片后表示，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
果，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秦岭违建问
题后续整治工作，高标准推进植被复
绿、峪口增绿工程建设，依靠智慧秦岭
大平台加强生态保护，加快建设秦岭
国家中央公园，加大力度整治秦岭北
麓区域农村环境，全面提升秦岭北麓
生态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水平，建立
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全力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同时，下大力气推进“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清洁乡村”行
动、脱贫攻坚等当前重点工作，努力实
现区域发展新突破。

本报记者文晨

长安鄠邑组织收看
《一抓到底正风纪》

本报讯（记者赵波）1月9日，中央
文明办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全国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并发布
2018年 12月“中国好人榜”，共有 108
人（组）光荣上榜。其中，陕西5人（组）
上榜。

我省推荐的上榜好人中，身残志
坚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淳化县马家
便民服务中心桥上村村民刘斌入选
助人为乐类好人；在大火中勇救邻居
的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街道新建路
社区居民宋永庆、宋刚入选见义勇为
类好人；坚守承诺、全心全意为乡亲
们干实事的澄城县安里镇郊城堡村
党支部书记白金仓入选诚实守信类
好人；坚持十年为用户无私奉献的中
国移动陕西咸阳分公司通信工程师
马万军入选敬业奉献类好人；带着患
有痴呆症的养母上学的西北工业大
学学生孙玉晴入选孝老爱亲类好
人。据悉，“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 2019年 1月网络投票已经开
始。月底前，网友可登录中国文明网

“中国好人榜”页面进行留言评议，为
身边模范人物点赞。

我省5人（组）登上
上月“中国好人榜”

嫦娥四号“专属手机”陕西造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拍摄的玉兔
二号巡视器走上月面影像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