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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宋艳霞记者刘美）隆
冬时节，神木室外冰天雪地，而温室
大棚里却是一派“热带风光”。12月
15日，记者走进位于神木市尔林兔镇
贾家梁村的神木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园，在南果北种试验示范观光智能温
室，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热浪。郁郁葱
葱的木瓜树上已经结出果实，片片绿
叶下藏着一挂挂香蕉，火红的百香果
让人垂涎欲滴……满眼都是长势喜
人的热带水果，散发着淡淡的果香。

这些都是热带水果，怎么会出
现在陕北？据记者了解，这要从
2011年说起。该示范园依托地理
优势、科技创新等因素，首期建起
7000平方米的智能温室。目前已
扩展到 24500平方米，打造成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协调发
展的现代农业模式。以现代化智
能温室为载体，综合先进的管理理
念，合理运用有机基质无土栽培，
水肥一体化管理，节水灌溉技术，
在沙地中进行了南方水果的种
植。品种有香蕉、柠檬、柚子、番石
榴、莲雾、杨梅、杨桃、芒果、百香

果、佛手、青枣、荔枝、黄皮、菠萝、
菠萝蜜、火龙果、无花果等近 20种
南方果树，以及 20多种景观树种、
40多种花卉组成的集试验示范和
观光为一体的综合体。以此为依
托，承担神木市青少年科普活动、
职业农民培训等社会公益性活动。

“2012年，温室成功种植出第
一茬热带水果，还要归功于智慧农
业。”该园区工作人员介绍，温室内
设有水肥一体化系统、灌溉栽培系
统、智能温室环境在线监测系统等
智能设施。充分利用太阳能进行

“蓄热保温”，进行适当的辅助加
热，室内温度常年控制在 25摄氏
度，实现了冬季生产。

在现场记者看到 ，智能温室
内先进的设施颇为引人注目。 这
么多的热带植物，浇水、施肥都是
计算机控制，水肥一体，电子屏幕
上实时监控调节温度、湿度，自助
施肥机根据生长阶段精确配比，灌
溉栽培系统自动为作物配送“营养
餐”。

“热带水果可不是生长在普

通的土壤里，我们不仅引进了技
术、品种，还改良了适合热带水
果生长的土壤。”该温室大棚技
术人员何德亮告诉记者，温室利
用物联网技术，采用温室环境综
合调控系统，实时远程获取温室
内部环境参数，通过采集的参数
远程自动调控温度、湿度、光照
等，一年四季为作物提供舒适的

生长环境。
近年来，该示范园依托优越

的地理条件、丰富的农业资源，
着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逐步形
成了集生态、休闲、农业于一体
的产业链条，重点展示现代设施
农业生产技术、作物品种、生产
模式，让游客零距离感受农业科
技的魅力。

香蕉柠檬杨梅正在神木悄悄长大

“感谢神木市滨河新区派出所王
警官和呼警官”。12月 11日，神木市

“问政平台”收到一条特别的感谢信。
据了解，12月10日上午，一男一女

两个神色紧张的市民，走进神木市公
安局滨河新区派出所，向滨河派出所
求助。民警了解情况后得知，两位求
助人是一对夫妻，他们的两个孩子在
上学期间独自离开学校，不知去向，希
望警方帮助寻找。考虑到孩子的人身
安全，接警后，民警迅速向求助人详细
询问孩子的体貌、衣着特征，及时确定
求助人得知孩子离开学校的具体时间
等信息线索。

全面掌握情况后，滨河派出所及
时部署警力，划分小组全警动员展开
寻找工作。线上及时与市局合成作
战中心联系，依托公安信息平台展开
寻找，并同步发动社区网格员在社区
微信群发布寻人启事，找寻孩子下
落。线下及时走访孩子们的老师同
学，详细了解孩子的近期情况并询问
相关走失线索，同时调用派出所辖区
巡警队，在学校周边、孩子可能活动
的区域场所内展开走访工作。经过
民警数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在当晚
将两个孩子安全找回。11日，两孩子
的父母通过“百姓问政平台”以独特

“问政”的方式，向民警表达了自己的
谢意。

这一封来自“百姓问政”平台的感
谢信，是群众对神木公安工作的充分
肯定，也是对神木公安民警担当尽责、
为民服务的认可。

郭建飞本报记者刘美

入冬以来，为保障和改善绥德
县群众冬季取暖用煤问题，保证群
众温暖过冬，绥德县采取向群众发
放暖心煤的方式，将温暖真正送到
群众家中。

在保供点现场，记者看到工作

人员正在为新运到的散煤称重过
磅，一旁的工人师傅也在马不停蹄
地卸煤、装煤，运输到各镇。连日
来，绥德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
人员加班加点，共启用 85辆卡车，
确保如期完成保供任务。

据悉，绥德县共运送散煤
13820 吨、兰炭 393 吨，设置一个
保供点，从县上保供点运输到
镇 上 ，镇 上 再 给 补 贴 对 象 发
放。发放对象有三种，第一种
是城乡低保对象，第二种是城

乡分散特困户，第三种是纳入
全国防贫返贫监测系统的边缘
户。截至 12 月 8 日 21 时，全县
累计运回 7000 多吨煤炭，全面
完成全县保供任务。

张亚娟本报记者刘美

绥德县：将温暖送到群众家中

神木“问政平台”
收到的一条特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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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 温室种出多种热带水果

热线实录
市民马女士反映：西安市浐河

东路桃源漫步小区供暖温度不达
标，只有13℃。

请浐灞生态区振业社区速查
并回复本报！

市民丁女士反映：她的孩子为了
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复习了整整
一年，可是受疫情影响，近日他们所
住的大话南门小区被封，想问相关部
门有没有可能让孩子参加考试。

请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速查并
回复本报！

市民张先生反映：他住在西安市
碑林区新旅城小区，新旅城12月15日
晚被封控管理，现在小区暖气却越来越
凉，很多时段都不到18℃，小孩晚上都
被冻感冒了，给物业反映多次无果。

请西安市碑林区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录，请
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核查及处理
结果通过新闻传真029-82223112
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张晴悦整理
本报讯（通讯员李照勇何春地）

“紫阳县涉渔案件生态补偿增殖放
流开始！”12月 17日，随着紫阳县
公安局局长谭简一声令下，2000余
斤 4000余尾花鲢、白鲢鱼苗放流
汉江紫阳段。

今年 6月，安康市汉滨区流水
镇村民陈某、陈某某、党某在双安镇

廖家河流域，以“雷鸣”爆竹炸鱼等
禁用方式进行非法捕捞，严重破坏
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侵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紫阳警方在办案过
程中，大力宣传非法捕捞的危害性、
违法性，以及保护水产资源的重要
意义，3名违法人员主动提出购置
一万余元鱼苗进行生态补偿放流。

针对 3名违法人员提出的生
态补偿增殖放流偿还“生态债”的
悔过请求，12月17日，紫阳县公安
局联合安康铁路运输检察院、县农
业农村局在紫阳清水广场举行涉
渔案件生态补偿放流仪式。活动
现场还对收缴的非法捕捞渔具进
行了集中销毁。

紫阳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通过生态补偿、增殖放流，达
到有效补充和恢复生物资源群体、
修复汉江生态环境的目的，同时让
广大群众感受到生态环境是高压
线，损害要赔，违法必究，资源有
限，环境无价。

据了解，今年以来，紫阳县公
安局始终保持对非法捕捞违法犯
罪严厉打击高压态势，共侦办非法
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 3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8人，上网追逃2人，查获
涉渔行政案件8起10人，制止非法
捕捞行为 5起，有力保护了渔业资
源和汉江水域生态环境。

日前，市民种先生向三秦都市
报热线反映，他的孩子在西安清美
艺术培训学校上课，今年8月，由于
疫情原因学校统一停课，期间学生
在家上了一个月的网课。如今孩
子艺考结束，办理离校手续时，学
校却不退还这一个月的住宿费和
伙食费。此外，由于学校搬迁期间
造成自己孩子个人物品丢失，这些
损失应该由学校方面承担。

本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12月17

日采访期间，学校相关负责人汪老师表
示，将会第一时间与家长协商处理此
事。12月18日12时许，汪老师联系
本报记者称，经过沟通协商，种先生对
食宿费抵扣电费和补课费的问题已
经没有异议，同时补偿了因学校搬迁
给种先生孩子带来的经济损失，双方
就此事处理意见达成一致。当日14
时许，种先生电话联系记者确认了此
事，表示接受学校处理结果，事情已
圆满解决。 本报记者文晨

本报讯（记者 陶颖）12月 15
日，一面写着“扶危济困情暖人心”
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林河春
天公交调度站，发生了什么事？

事情发生在12月5日，当日10
时22分，西安公交集团第八分公司四
车队8路驾驶员彭丽琼驾驶车辆行
驶至兴庆路互助路口站时，突然听

到车厢内有人大声呼喊：“有人晕倒
了。”彭丽琼立即将车靠边停放，离开
驾驶室查看情况，当时一位白发老人
正躺在车厢地板上，已经失去意识。

彭丽琼让乘客赶紧拨打120急
救电话寻求帮助。为方便120急救人
员救治老人，彭丽琼将车辆挪至公交
站台，将车内乘客转移至其他车辆。

几分钟后，120急救人员抵达
现场，老人的意识也在逐渐恢复，
在急救人员忙碌时，彭丽琼和两位
热心乘客通过老人的手机联系上
了其家属，通过对家属的询问，急
救人员简单了解了老人的身体状
况，之后迅速将老人转运到就近的
医院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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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4000余尾鱼苗放流汉江
安康3名非法捕鱼者偿还“生态债”

老人突发疾病公交司机伸援手

家长质疑学校上网课还收食宿费

当事学校：双方协商后已圆满解决

热线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