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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尸公告
流浪人员（自称黄

伟，38岁，湖北省黄冈
市蕲春县人，具体户籍
信息不详，在外流浪十
余年，陕西关中口音）男，身高
165cm，体重 40kg。2019 年 8
月21日在杨陵区柴家咀村一废
弃房内被群众发现报警后，经杨
村派出所民警送至杨凌示范区
医院救治，期间杨陵区救助管理
站按身份不明人员对此人进行
救助，并通过公安机关全国人口
管理系统、民政部门全国救助寻
亲网、头条寻人等方式进行身份
查询均无果。2019年9月9日上
午8点半左右该人因直肠癌晚期
救治无效死亡，现发布认尸，望
亲属或者知情者速与我站联系。

杨陵区救助管理站
联系电话：029-87012223

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整洁美
丽的新村居，漫山遍野的山地苹
果、核桃和改优山杏等经济林长
势喜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子洲县双湖峪街道林场村，这个
曾经远近闻名的“烂杆村”，如今
已华丽转身，成了全县脱贫致
富、生态建设、美丽宜居的示范
村、标杆村。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林场村着眼脱贫、紧盯小康，确
立了产业兴村、生态美村、民生
暖村的发展思路，强基础、促脱
贫，抓提升、助振兴，走出了一条
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百姓幸福
的新路子。

多点发力，强化产业兴村

新栽植核桃 200亩、苹果
200亩，实施山杏改优390亩，新
建小拱棚84个，成功实施光伏发
电项目……近年来，林场村多点
发力，以山区农业现代化为依托，
发展“利长远+短平快”产业项目，
推行“3+1”产业扶贫模式，即林
果、养殖、劳务和庭院经济，让村
民短期能增收、长期能致富。

榆扬对口扶持项目，总投资
200多万元的养牛场，于2017年
开始分两期建设，共吸纳 98户
贫困户入股，采取“镇扶贫协会+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式，一期共养殖肉牛90多头，已
出栏28头，生产小牛犊16头。

内外兼修，建设生态美村

为了将林场村打造成美丽
宜居的新农村，该村以生态立
村，全面实施了封山禁牧、美丽
乡村、宜居家园等建设，不断优
化村民生活环境。

截至目前，房前屋后栽植红
花槐500余株、刺玫2000余株，
村内道路、庭院累计栽植绿化树
种1.1万余株，绿化通村道路2.5

公里；全村98%的农户完成窑洞
及其院落、围墙改造工程，硬化院
落12600平方米，新砌围墙2730
米，硬化入户道路3500多米；村
内主干道安装太阳能路灯 113
盏，改造卫生厕所35座，形成了
村在林中、林绕村庄的“绿塬”。

近年来，林场村聚焦民生福
祉，不断完善设施保障，极大地
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指数。先后
投资 15万元创办了农村幸福
院；按“四室分离”标准建设了村
卫生室；实施“两房建设”，共改
造危房3户、移民搬迁3户；为58
户贫困户代缴了新农合和大病
保险；对 44名在校贫困学生按
政策兑现助学补助。

杜娜付宏丽本报记者刘美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袁靓）
9月 10日上午，由中国贸促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省政府指
导，铜川市政府、省卫健委、省贸
促会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商务厅等单位协办的“第五届中
国孙思邈中医药文化节”在铜川
药王山文化广场开幕，指导单
位、主办单位、协办单位相关领
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3000多人
出席了开幕式。

本届文化节以“弘扬药王文
化，推动全民健康，实现全面小

康”为主题，坚持中医药医疗、保
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
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理念，塑造
铜川对外形象，加快铜川市中药
产业发展，为城市转型提供强大
引擎。活动时间为9月10日至
11日，主要活动内容有：开幕式、
研讨交流暨项目推介、惠民义诊
与健康讲座、铜川健康养生成果
展及系列群众主题文化展演等
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名中医、
中医药界学术名家、中医医疗机
构和中医药企业代表、文化旅游

各界人士云集铜川，把脉中医药
文化发展、共商中医药发展创
新。

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化节特
点鲜明。融合创新，主题鲜明。
围绕转型需要，突出融合创新，
办会理念更加清晰，参会范围更
具针对性，节会安排更加紧凑，
办会目的更突出实效。节会搭
台，文化唱戏。文化节以“健康
中国”理念为引领，突出千年药
王文化，彰显铜川地区文化特
色。节俭办会，务实高效。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
格执行各级关于举办节庆活动
的各项要求，坚持政府主导与市
场化运作相结合，力求节俭高
效。通过本届中医药文化节的
举办，将进一步扩大铜川知名度
和美誉度，推动铜川中医药文化
产业发展，以丰硕的办会成果献
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据悉，在当天下午举办的孙
思邈中医药发展研讨暨健康产
业推介会上，铜川市成功签约项
目54个，涉及金额285.4亿元。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
“这是什么仪器，可以做哪些检
测？”“什么是非法食品添加剂，
这里能否检测出来？”“新买的
校服有没有甲醛”……这是 9
月 10日下午西安市市场监管
局组织开展“质量开放日”活动

中的一幕。40余名小学生走
进西安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西安纤维纺织品监督检验
所实验室，学习文具用品、食
品、纤维纺织品安全知识，现场
观摩趣味演示实验。

活动中，西安市质检院、西

安纤检所开放了业务大厅、轻
工室、食品检验、纤维制品检
验等实验室。在专业检验人
员的引导下，学生们参观了
各个实验室，了解各个实验
室的功能和基本业务情况。
期间，检验人员向学生们详

细介绍了各项测试原理与实
验仪器的操作规范，并现场
一一演示样品的检测流程，
学生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检验人员的帮助下近距离
观察、上手操作仪器，完成了
一些简单的测试项目。

40余名小学生“探秘”质量世界

本报讯（记者和平）9月10
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省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2019
年陕西省“质量开放日”活动。
实地参观陕西质量奖获奖企业
和检验检测机构，亲身感受我
省质量工作创新发展的新变
化、新成绩，一致表示要为我省
提升市场监管水平、推动高质
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省市场
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中
智陪同参观。

代表、委员们首先参观了
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检测项目和部分现场检
验演示，详细了解了该公司检
验检测业务拓展、能力提升等
情况。随后，代表、委员们参观
了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展厅和汽车总装配线，对陕
汽发展历程和陕汽重卡的生产
过程兴趣盎然，不时驻足询问
汽车产业质量创新成果、新能
源发展以及智能制造等情况。

田中智与代表、委员们边
参观边交流，简要介绍了全省
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质量强省建
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开展的
工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切实优化营商环境，鼓励
和促进民营检验检测机构提
升检测能力；综合运用标准、
计量、认证认可等质量技术措
施，助力制造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发展，有效推动我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省“质量月”的主题
是“实施质量强省战略，推动高
质量发展”。全省11个地市的
60家企业和检测单位举行“质量
开放日”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
放质量技术机构、检验检测实验
室，使社会大众更多地了解质量
工作、学习质量知识、体会质量
精神，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
识，传播先进质量科学管理方
法，进一步加快质量强省建设，
积极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加“质量开放日”活动

安康至湖北竹溪
开通旅游直通车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9月10日
上午，湖北省竹溪县2019全域旅游宣
传营销推介会在安康市国际会议中心
召开。

推介会上，播放了竹溪旅游形象宣
传片，对竹溪的优质旅游资源进行了精
彩推介，发布了竹溪精品旅游线路及宣
布乡村旅游营销奖励政策，对营销竹溪
旅游线路产品的旅行社和旅行社单次
组织游客到竹溪参加乡村旅游节庆活
动的，视其人员规模分别予以重奖和相
应现金补助，并号召大家积极宣传好此
项政策，促进鄂豫陕毗邻地区旅游市场
与竹溪旅游市场的沟通协作。会议最
后启动了竹溪至安康旅游直通车，预计

“十一”之前安康市民即可直通竹溪进
行旅游。

本次推介会增进了竹溪和安康旅
游业界的互动、交流和合作，把竹溪丰
富的旅游资源和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
场，为拓展旅游客源市场、发展乡村旅
游起到了积极作用，把竹溪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
提升了竹溪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近日，陕煤建设澄合分公司依托新
媒体“微信”及时、快捷、共享的功能，创
建了互联网+安全管控微信群，并围绕
安全生产、违章违纪、规范操作等情况，
及时掌握员工在施工现场的安全动态，
织牢了一张新媒体“安全网”。

该公司通过微信群，了解危险源动
态管控情况，进行“隐患随手拍”，并及
时传递各类安全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在
施工现场发现的违章行为、不安全状
态，以员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图片、
文字共享在微信群中，全面增强全员发
现问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着力提高全
员的安全意识和施工现场安全监督和
管控效率。

同时，该公司还通过微信群发布技
术经验交流、工作提示、文明施工，以及
隐患违章提醒、推广先进经验，宣传安
全理念，鼓励员工暴露问题，提高班组
安全管理能力和积极性，形成员工边检
查边整治，边探讨边改进，全面提升了
工作效率。

何丙玉姜广德

陕煤建设澄合分公司
微信群巧织“安全网”

本报汉中讯（王宇婷 记者 李杰）
近日，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上多部
门举办的全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
人员大比武落下帷幕。来自全省 98
家监测机构424名选手经过预选赛和
决赛两个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汉中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荣获团体第一的优
异成绩，位列全省环保系统第一名。
其中，梁艳、梁彬两名参赛队员进入个
人前10名，并入选陕西代表队出征全
国比武决赛。此次取得的成绩和荣誉
再次刷新了该站专业技术比赛的历史
成绩。

据了解，本次大比武活动从5月至
7月历时3个月，不仅组织了全省环境
监测系统各县（区）78个参赛队，同时
组织第三方社会检测机构 19个参赛
队，最终 21支代表队参加省级赛决
赛。参赛范围涵盖了地表水、地下水、
大气、温室气体、声、固体废物、土壤、生
态（含生物）等要素，涉及生态环境质量
监测、污染源监测和环境应急监测等
领域，覆盖手工监测、现场监测、在线自
动监测及遥感监测等多种监测手段。

汉中环境监测站获
全省大比武团体一等奖

第五届中国孙思邈
中医药文化节铜川开幕

子洲县林场村的华丽转身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