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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记者从西咸新区
管委会了解到，“十一”前夕，西
咸新区与同方股份举行了“同方
西部总部基地”开园及“同方陕
西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基地”签
约仪式，共同推动西部总部基
地、研究院、产业基地以及科技
扶持基金等一系列项目落地，成
为面向陕西、放眼西部的重要载
体，这只是西咸新区推动双创高
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建设硬科技发展载体

今年9月，7000多名大学生
入驻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创新
港是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依托，是
教育部和陕西省政府共建的集科
技创新、技术与服务融合、成果转

化、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国家级项
目。未来，这里将集聚不少于3
万人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吸引
不少于5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在
此设立研发中心、技术创新联
盟。此外，这里也是西咸新区建
设硬科技发展载体的重要实践。

西部云谷——硬科技小镇
是全国首个硬科技特色小镇，总
建筑体量约80万平米，涵盖硬科
技产业全链条业态，旨在打造“5
分钟产业生态圈”和“24小时产
业价值创造圈”。目前，已聚集
专业孵化器 8家，孵化企业 770
余家，创业人员超过8000人。

搭建硬科技创新平台

今年 6月，“西咸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云平台”上线以来，
已完成导入项目供给、需求信
息、挂牌交易等各类数据 1万
多条，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目
前平台注册用户量超过 600
人。其中，由北京车库咖啡联
合中国技术交易所开创的“西
咸科转孵化创新体”项目落户
沣东新城，搭建“线上+线下”
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
目前已累计引进线上专业服
务机构 12家，线下专业服务机
构 30家。

位于沣西新城的微软创
新中心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是
服务于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
设的全要素平台，帮助西咸
新区建立人工智能产业供需

体系和服务链条。该平台目
前已服务 10 余家人工智能
企业，为初创企业提供基于
微软云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资源。

培育硬科技硬实力企业

据悉，近年来，西咸新区
全方位助攻企业腾飞，共引进
世界 500 强企业 32 家，中国
500强企业 40家，近两年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47家，宝能新能
源汽车、三一西安产业园、清
华同方、中兴深蓝、软通动力、
国联质检、寒武纪等硬科技企
业源源不断地为新区双创发
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周婷婷

西咸新区实现双创高质量发展

10月 1日上午，在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苏宁物
流房山站点主管蓝功智幸运地
成为中国 300万快递员代表，
受邀到天安门广场现场观礼国
庆阅兵式及群众游行活动。

今年刚24岁的蓝功智，退
役后成为北京苏宁物流房山
站点的一名快递员。凭借军
人的坚毅执着、不怕艰难的精
神，蓝功智很快成为了房山站
点的网点主管。

“看到我国解放军的英武
雄姿，真的太激动了，那是我
们军人的荣耀。祖国的强大，

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
充满了自豪。”蓝功智表示，作
为一名快递员，他要做的就是
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服务把
快递交付到用户手中。

当日上午，西安多位退伍
老兵受邀来到陕西苏宁易购
广场参加“以永不褪色的记
忆，致敬最可爱的人”主题活
动，广场中庭的大屏幕轮播了
五位退伍老兵的英雄事迹。
陕西苏宁向老兵们表达了诚
挚的敬意并送上致敬礼品。
随后，一同观看了国庆阅兵盛
典。P① 王蒙

10月1日，西安艾斯广场
早早开启了商场内的LED大
屏幕，组织员工、商户和前来
的消费者收看同步直播的国
庆阅兵及群众游行表演等活
动。大家围在大屏幕旁，或
坐或站，认真观看，现场气氛
活跃喜庆。当现场观众看到
一幅幅激动人心的场面时，
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声，为祖国的强大和繁荣
自豪骄傲。观众纷纷表示，
阅兵式倍受鼓舞、催人奋进，
今后会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贡献。

作为经开区的网红商
场，艾斯广场积极引领夜间
经济，自觉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公益活动，为大西安的
建设发展助力。在“十一”假
日期间，商场运营公司积极
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
有美食品鉴会、10月 1日、2
日开展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演艺活动，由员工、商
户、社区群众、消费者、业余
歌手参与的自编自演的歌舞
朗诵节目异彩纷呈，受到广
大市民点赞。

本报记者周婷婷

苏宁致敬退伍军人
举办主题活动

经开区艾斯广场
节日活动异彩纷呈

活动现场 商场员工、商户和市民观看国庆阅兵

澄合山阳煤矿
开展“百日安全”活动

10月8日，陕西澄合山阳煤矿公司
“百日安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通过
加大监管力度，不断强化全员安全红线
意识，确保实现安全目标。

长期以来，该公司围绕矿井重点工
作，明确落实各级管理人员主体责任，
坚持把各项工作做到事前预防。在各
项安全检查中，以发现隐患和督促整改
隐患为重点，通过各专业的专项检查，
加大对薄弱环节及零散岗位的现场管
控和监管力度，重点对矿井水的治理、
地质灾害的预防监控、一通三防等灾害
治理工作积极做到超前预防，有效遏制
事故的发生。

该公司要求各级管理人员以安
全管理为重心，紧抓细节和过程管
理，对每一项工作在超前谋划的同
时，做好过程管控，明确划分现场管
理职责，不断消除安全管理薄弱点。
同时各级管理人员要积极为职工创
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凝聚全员力量，
为公司全年任务目标的实现奠定良
好的群众基础。 P② 周婷婷

沣东新城荆寺二村
举办重阳节敬老活动

10月7日，沣东新城荆寺二村左家
三组80余位年轻人自发捐款筹备，为村
里百余位老人举办了一场敬老活动。陕
西本土著名音乐人老钱、李腾、李一村及
玄鸟乐队的左辉奇等纷纷登台献唱，与
老人们欢聚一堂,共度重阳佳节。

当日一大早，荆寺二村左家三组文
化广场舞台周围，村里年轻人正忙活着
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村合唱团带来
的一首《歌唱祖国》拉开了演出序幕，随
后，老钱、李腾、李一村及玄鸟乐队的左
辉奇等纷纷为老人献唱，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

活动发起者之一左辉奇告诉记者，
这已是村里第五次在重阳节举办百家
宴敬老活动。举办这样的活动一方面
是希望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统美
德，祝福老年人健康长寿，呼吁在外发
展的年轻人常回家看看；另一方面也是
希望通过活动，加强村民之间的情感交
流，和睦邻里关系。他说，如今重阳敬
老活动已经得到省文化产业促进会、街
道、村党支部等越来越多单位部门的支
持，希望活动能够长期办下去，成为村
上一个传统。 本报记者余明

深秋小儿喉炎别忽视
随着天气渐冷，昼夜温差加大，医

院呼吸道患儿逐渐增多。记者从省人
民医院了解到，相比往年，小儿急性喉炎
患儿今年明显增多。专家提醒，该病比
小儿肺炎更可怕，广大家长务必警惕。

据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童病院四病
区主任刘春风介绍，进入9月份以来，
医院儿科门、急诊量明显增加，其中呼
吸道疾病占很大一部分。患儿常见症
状发烧、流涕、咳嗽、喘息等，多为感冒、
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等。除以上病症
外，今年急性喉炎患儿相比去年明显有
所增多，轻症门诊治疗，而严重喉炎导
致喉梗阻患儿住院抢救，这让所有儿科
医生都绷紧了神经。这主要是因为小
孩气道狭窄，一旦患上急性喉炎，病情
进展到喉头水肿，很容易导致呼吸困
难，大脑缺氧。

刘春风提醒，小儿急性喉炎的典
型特点是患儿声嘶、喉鸣，犬吠样咳嗽，
甚至有吸气性呼吸困难，往往夜间症状
会加重。而这些症状容易被误认为是
一般呼吸道疾病，从而掉以轻心、延误
病情。希望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以上
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带孩子就医。

本报记者周萌芽

9月24日，陕西省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西安海涛酶工程公司、
西安绿环生态生物工程研究所共
同在西安举办了《关于朱鹮品牌
商标和秦岭北麓品牌商标在有机
产业链中的使用》调查研究报告
会。会上，报告主讲人陕西省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资深专家、西安
海涛酶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涛研究员提出建立大秦岭有机
食品产业群品牌化的构想。

科学布局
打造最美秦岭游乐园

2005年，刘涛提出了洋县
朱鹮保护区有机食品产业发
展思路，不久，在省发改委的
主持下，会同原省环保厅、林
业厅、农业厅联合下发了《陕
西省洋县朱鹮保护区有机食
品产业基地发展规划》。在此
后的 14 年里，刘涛带领的团
队，在陕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专家委员会的支持下，以洋
县作切入点，进行调研，提出
了“秦巴、汉江区域有机农业
和有机食品”“朱鹮品牌有机
食品产业群”“秦岭北麓有机

民生产业带”等战略布局。
在刘涛的规划中，将组建

陕西省朱鹮品牌有机食品产业
集团和西安秦岭北麓有机民生
实业集团，打造一个完整的有
机食品和有机民生的全产业
链，创建一批产学研结合的工
程技术中心，集数以百计的创
新领军英才，组建以农民为主
体的百万产业大军，创建区域
富强的新产业体系、新机制，按
有机理念提高秦巴地区生态质
量，科学布局，打造最美秦岭游
乐园。

24项硬科技
支撑大秦岭有机产业

在接受三秦都市报记者采
访时刘涛表示，秦岭有机产业
发展，一定要企业化、品牌化，
按市场需求养殖、种植，按标准

要求生产。
据了解，刘涛团队可提供

24项硬科技支撑产业，规划的
产业群包括有机循环生态工
程，机器制造、养殖、肥料、饲
料、消毒剂、食品、中草药、植保
医院、包装、储运、旅游等。

八十多岁的刘涛决心做
大秦岭有机产业。为做好知
识产权保护，西安海涛酶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及西安绿环生
态生物工程研究所已经成功
注册了“朱鹮”和“秦岭北麓”
八大类商标。在有机民生产
业创建过程中，“朱鹮”和“秦
岭北麓”系列产品将通过生产
规范化、规模化、产品高标准
化，以有机农业、食品、民生产
品和产业硬技术及设备成建
制走向市场。

文/图 本报记者唐明军

14年孜孜不倦绘制秦岭有机产业蓝图

刘涛

访西安海涛酶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