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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道如何采写？怎样制作
抖音短视频？用手机咋拍出好照
片？6月22日，在陕煤集团张家峁矿
业公司2022年通讯员培训第二天的
课堂上，这些丰富且实用的技能，引
起该公司通讯员们浓厚的兴趣，授
课老师在台上讲，他们拿着手机边
学边练。

作为张家峁矿业公司的通讯
员，会议报道是经常要接触到的宣
传内容，三秦都市报全媒体新闻中
心时政新闻部主任赵明根据自身工
作经验，将会议报道写作技巧向通
讯员们倾囊相授。课堂上，通讯员
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看着一
条条实用的写作技巧边听边记，两
个小时干货满满的课程让通讯员们
意犹未尽。

好新闻讲究图文并茂，三秦都
市报全媒体新闻中心视觉新闻部首
席记者马昭为通讯员们带来了一堂
手机摄影快速入门课。他在台上讲
课时，台下出现各式各样的镜头。
只见通讯员们一边听着讲解，一边
拿出手机，对焦点、选构图、调曝光，
随着快门按下，一张合格的新闻照
片便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在新媒体环境下，短视频已经
成为传播力最广的宣传形式之一。
三秦网、秦闻客户端视频工作室主
任韩博磊向通讯员们讲解了抖音短
视频的制作方法。从视频选题、拍

摄技术，到背景配乐、剪辑技巧，他
风趣生动的讲解让通讯员们耳目
一新。

理论课程结束后，此次授课的
李永利、赵明、马昭、韩博磊四人与
通讯员们一起走出教室，在张家峁
矿业公司厂区内，将学到的理论知
识付诸实践。在老师们的指导下，
通讯员们边拍边写，为期两天的培
训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

“这次培训满满的都是‘干货’，
让我受益匪浅，很多平时在新闻写
作中遇到的疑惑，在听了老师的经
验传授后，瞬间觉得迎刃而解。”“通

过这次培训，让我对消息写作、摄影
技巧以及新媒体传播都有了更全面
的认识，真是学有所获！”通讯员们
如是说。

培训结束后，广大通讯员纷纷
表示，此次培训不仅内容丰富，而
且贴近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可谓“ 干货”满满，收获多
多。在日后的生活工作中，他们
将根据此次培训中学到的各项技
能，用好自己手中的纸笔和镜头，
让更多人看到张家峁矿业公司的
好故事。
文/图 李潇洋本报记者白圩珑马昭

“理论+实践”
让张家峁矿业公司通讯员学有所获

授课老师指导通讯员如何使用手机拍摄

本报讯（记者 张维）“经
理、经理，油罐车卸油胶管快速
接头处漏油！”“师傅，站内有车
辆着火，请迅速驶离现场。”6月
21日上午，位于西安市莲湖区的
中国石油大庆路加油站接连发
生两起安全“事故”，紧急情况出
现后，一场应急救援演练随即拉
开序幕。

上午 9时，一辆油罐车开进
中石油大庆路加油站，经过一系
列接卸油品准备工作后，值班经
理按程序开启卸油阀，开始作
业。“经理、经理，油罐车卸油胶
管快速接头处出现漏油！”安全
员迅速报告。听到呼喊声，经理
直奔卸油现场，此时应急预案立
即启动，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
事，有条不紊行动起来，值班经
理迅速关闭卸油、回气阀门，安
全员切断总电源；两名疏导员紧
急疏散车辆，并设置警戒线，通
讯员拨打“119”和“120”电话，并
快速将基本情况告知友邻联防
单位。

加油站经理张文魁一边上
报，一边跑向消防器材间，取出
吸油毡，对泄漏油品进行覆盖。
得知现场基本情况后，片区经理
立即向上级公司和辖区应急管
理局报告。此时，值班经理从消
防器材间拿出铜锨开始取用消
防沙，快速设置简易围堰，安全
员也对泄漏油品设置环形防
护。由于反应迅速，处置得当，

一场有惊无险的泄漏油品“事
故”很快得以控制。

“着火了、着火了！快！
快！”然而，当加油站刚刚恢复营
业，一辆面包车驶入准备加油
时，车辆突然“自燃”，加油员一
边喊，一边迅速挂枪，按下急停
按钮。所有人员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安全员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后，拖出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师
傅，站内有车辆着火，请迅速驶
离现场。”疏导员迅速引导车辆
驶离。“车里还放着现金呢！”当
面包车司机准备冒险进入驾驶
室时，被营业员拦截。很快，由
于各方配合密切，消防车、救护
车相继抵达，司机因受伤被转移
救治，一起因车辆“自燃”导致的

“突发事件”，在大家的同心协
力、科学应对下，得到快速有效
处置，防止了“事故”扩大及次生
灾害发生。

原来，这是两起应急演练，
由西安市莲湖区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主办，中国石油陕西销
售西安分公司承办，旨在检验企
地应急联合作战能力，强化协同
处置水平，提升现场人员应对突
发事件实战能力。“我们将持续
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真正把
隐患和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
灾之前，让今天这样的‘事故’场
景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运营中。”
中国石油陕西西安销售分公司
经理田鸽表示。

本报讯（段倩 记者 王伟伟）
记者昨日从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了解到，该矿全力加快智能矿井
建设和年度重点项目建设进度，
在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演绎着项目建设的

“速度与激情”。
据悉，建设国内高级智能

化选煤厂是今年该矿重点项
目建设之一。为了智能化选
煤厂顺利进行，该矿制定了周
密的施工方案，同时将项目整
体施工进度上墙督战，对每周
影响进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研
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进度。

今年以来，为加快推进项
目落地见效，该矿对重点工程
实施挂图作战制度，排定开工
时间，明确序时进度，压茬倒逼
推进，全流程制定计划表，同时
该矿业务部室积极发挥技术服
务的优势，采用“日报告”“周通
报”机制，“保姆式”服务，监管
人员每天到施工现场蹲点服
务，动态掌握推进建设过程中
的困难问题，及时反馈限时解
决，确保服务到位，以高质量
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焦娟娟 记者 岳峰）
“使用了料孔之后，一个小班下
运砂石的数量从原来的 10矿车
提高到了20矿车，工作人员也从
8个减少到3个，一年下来可以节
约费用 160万元不止……”韩城
矿业桑树坪二号井生产技术部
部长冯博就下料孔技术的应用
做着详细介绍。近日，该矿下料
孔技术的成功应用，让砂石等建
工材料从地面到井下的运输效
率提升了2倍以上。

之前，该矿下运建工材料运
输线长、耗时耗力、安全风险大，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去年年底，
该矿生产技术部经过前期调研，
外出考察、经验借鉴、施工条件
分析等一系列举措后，决定在副

井工业广场打一个钻孔，形成从
地面垂直到达井下的运料通道。

该下料孔深度 178米，为保
证可以和井下巷道预定位置实
现精确贯通，采用了定向钻进技
术。此外，为保证工业广场建筑
设施的总体协调，还在地面为下
料孔周围配套建设了一个集环
保、储存、美观于一体的厂房，保
证了下料孔系统的实用性与协
调性。

下料孔操作简单、安全可
靠，所需下运的料石从下料孔上
口到下口平均用时约20秒，不但
实现了减人提效，节约百余万费
用，而且免去了副井运输过程中
绞车运输、矿车管理、钢丝绳磨
损及人员警戒等问题。

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
技术创新一年节省160余万元

西安市召开“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系列发布会

四区县高质量发展有亮点
本报讯（记者 艾莉）6 月 22

日，西安市“奋进新征程 谱写新篇
章”系列发布会（第七场）举行，蓝
田县委书记林梅，周至县委副书
记、县长段军利，西咸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艾晨，国际港
务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孙
艺民到会并先后介绍了各区、县
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新气象和
新作为。

蓝田县
用三年时间集中打造
100个美丽乡村

林梅介绍，蓝田县将致力培育
产业、致力保护生态、致力乡村建
设、致力招商引资、致力改善民
生，奋力谱写蓝田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其中，在乡村振兴方面，蓝
田县将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20字方针，既做好乡村水、电、
路、气、通信、生活污水、厕所改造
等基础设施的提升和人居环境整
治，又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
让蓝田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既有面子更有里子。蓝田县按照

“党建引领+美丽乡村+绿色农业+
乡村旅游”思路，整合各种项目资
金，已完成 43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的打造，并计划用三年时间集中
打造 100 个美丽乡村，让蓝田从

“一处美”走向“全域美”。同时，
蓝田县注重带领群众共同参与乡
村建设，从而让群众成为参与者、

维护者，更成为受益者。

周至县
构建文化旅游业
百亿级产业集群

段军利介绍了周至县作为西安
市的绿色生态屏障和美丽后花园，
立足生态功能区定位、聚焦“奋战一
三五，振兴金周至”的总目标等相关
情况。其中，在聚焦经济活跃方
面，周至县狠抓支柱产业壮大和产
业链水平提升，高标准推进建设项
目，确保 140个重点项目全年完成
投资 164亿元以上；同时，加快创建
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深入实施
猕猴桃“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建成
以猕猴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为龙
头的百亿级猕猴桃产业集群；加快
实施高新集贤园“万亩供地计划”，
打造年产百万辆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基地，助推集贤园向千亿级产业集
群迈进；持续提升“两山”理念样板
——沙河水街，带动文农旅融合发
展，构建文化旅游业百亿级产业
集群。

西咸新区
到2025年国际航线

将达到150条

艾晨就西咸新区加快创新城市
发展方式试验区、秦创原创新驱动
平台总窗口及西安——咸阳一体化
核心承载区等情况进行了介绍。据
介绍，西咸新区今年1-5月的主要经

济指标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约占全市投资总量
的 30%，80个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
1099.46亿元。到 2025年，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国际航线将达到150条，全
货运航线通航城市将达到40个。此
外，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将继续探
索中俄丝路创新产业园“一园两地”
建设模式，建设中国（陕西）自由贸
易试验区西咸片区，全面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等国家试点，形成西
咸特色对外开放平台体系。

国际港务区
长安号占据

全国中欧班列“三个最”

孙艺民介绍，国际港务区将高
质量建设运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
中心、高标准推动港产港贸港城联
动发展、高水平打造体育赛事名
城、高起点打造宜居宜业幸福陆
港。其中，在高质量建设运营中欧
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方面，长安号
开行线路已达到 16条，成为目前全
国开行线路最多、覆盖面最广、成本
最低的中欧班列；同时，将让“+西
欧”的朋友圈再扩大——“+西欧”线
路计划从原来的 15条增加至 17条；
在打造宜居宜业幸福陆港方面，国
际港务区深入推进“名校+”工程，
新建学校 7所，新增学位 4560个。
同时，正在加快推进交大一附院陆
港国际医院建设，加快布局社区卫
生服务站，着力打造“15分钟医疗
卫生服务圈”。

加油站突发“事故”
安全员紧急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