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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凤县邮政局凤州邮政所
邮递员

7 年间，她过滩涉水，行走在

乡间邮路上，出班 1800 多次，行

程 3.6 万公里，投递报刊 21.6 万

份，信件 5.4 万件，投递准确率达

到 100%。她用一个人的长征传邮万

里，用七年的跋涉飞雪传信，在日

复一日的琐碎中付出坚韧，在每时

每刻的工作中保持热情，在无休无

止的服务中体现了善良。

李春香  凤县园林环卫管理局
绿化管护员

她挥动铁锨、手拿平剪、躬耕

于蓝天之下，汗水滴灌着绿色的生

命，让我们的街道布满了姹紫嫣红，

让我们的房前屋后变得绿意盎然；

她是默默无闻的辛勤育花人，战严

寒、冒酷暑，种苗播绿、清除杂草、

防病治虫，用双手和汗水扮靓了凤

县的街头。

张克勤  凤县双石铺镇农民，
凤县民歌传承人

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民间歌手，

仅凭口口相传习得 120 余首凤县民

歌；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

19 岁时首创秦腔剧本《雪夜救渠》、

《半斤粮票》，创作的《筏子舞》被

中央电视台摄像收藏为资料；他又

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民歌传承人，年

近八旬仍不辞劳苦为群众义务教学

民歌，他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凤县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

林涛  凤县残联员工
自古只有养爹的儿，却无养爷

的孙，这句话在她的身上却发生了

改变。幼年失去了父亲的她，与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在弟弟的眼里，她就

是母亲！在爷爷奶奶的心里，她就是

整个天空！她隐藏起最沉重的哀愁，

以顶天立地的担当真正诠释了“什

么是孝顺？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大

爱！”虽然艰辛填满六千多个日子，

可她的笑容依然灿烂如花。

曹振江  凤县民营企业家
在他看来，财富早已简化，化

为或小或大的数字符号，而他的责

任却越发厚重，这一强烈的责任感

源于内心深处的真情和人生理想。为

了全县旅游事业大发展，他忍痛关

闭了自己千万元的企业，为了响应政

府“东扩西移北上”拉大城市骨架的

战略号召，他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投资重点建设项目，他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民营企业的舍与得。

周喜玲  凤县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她用辛勤和汗水书写着“立检

为公、执法为民”的动人诗篇，16

年来，她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万余里，

经办案件无数，件件都成了历史检

验的铁案。她探索并建立了未成年

人帮教制度，预防和减少了许多昔

日的“问题少年”再犯罪，她用行

动坚守着爱民的情怀，被学生亲切

称为“检察官妈妈”。

高棋  凤县交警大队黄牛铺交
警中队中队长

他用青春与汗水树立了交警队伍

的良好形象，17年如一日，不论严

寒酷暑，始终坚守在道路一线，“降

事故、保安全、保畅通”成为他工作

的最高追求。他带领队员数日坚守在

秦岭梁顶，冒雪疏导交通、出兵铲雪

成为他每年严冬的“必修课”，他的

血液里一直流淌着、沸腾着“人民警

察为人民”这句真理名言，被群众称

为“秦岭山路四季安全的守护者”。

雷振东  凤县河口镇农民，宝
鸡市十大孝子

父母先天残疾，他没有怨天尤

人；自幼家境贫穷，他没有自暴自

弃；他依靠着勤劳、智慧，办砖厂、

搞特色养殖，实现了儿时“有房有

车”的梦想；他养老、敬老、爱老，

聋哑母亲走失后，他历时一个多月，

风餐露宿，奔赴陕甘两省周边 6 县

20 几个乡镇寻找母亲。他先后被评

为凤县农村党员致富带头人、宝鸡

2011 年度十大金奖孝子。

陈凤玲  凤县社会福利园区员工
四年前，丈夫去世，她用柔弱

的双肩担负起婆婆和女儿的重任，

不离不弃。四年来，她每天面对几

百位花甲老人，嘘寒问暖、穿衣梳头、

喂水喂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作为一名普通护理员，她视老人如

父母，用爱心和耐心，为他们安度

晚年默默付出，这不是责任，而是

用真情谱写的一曲人间大爱。

王晓荣  凤县双石铺中学教师
她是一名教师，从教 18 年来

每天都提前半小时到教室，最后一

个离开；她潜心育桃李，让全校最

乱的班变为纪律最好的班，42 名学

生获省级学科竞赛奖、45 名学生考

入宝中，2 名学生被宝中破格录取；

她用爱心和真情感化学生，孩子们

都把她当成母亲；她患颈椎病多年，

几次晕倒在讲台，却始终用笑脸书

写师者情怀。

2012 感动凤县年度人物
王维新 男 凤县公路管理局岩湾养路工  公路是他

的办公室，道班是他的家。32 年他把自己对人生的追求，

全都默默的抒写在那不断延伸的公路上，在平凡中折射出

人性的光辉！

张霞 女 凤县凤凰大酒店员工  她只是一名普通的服

务员，她也急需用钱。然而，当她拾起顾客丢失的 3万元

现金时，她却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上缴，她身上闪烁的是凤

县人的美德。

皮新成 男 凤县黄牛铺林场职工  17 年来，他植树造

林一千余亩，管护林场 47190 亩，从无火情发生。他对绿

色有着彻骨的爱，对建设一个幸福的绿色的凤县有着最强

烈的期待。

蔡  斌 男 凤县黄牛铺医院院长  减轻患者痛苦，抢

救病人生命，是他永不背弃的誓言和一生的追求。他曾踩

着玻璃渣爬进车里为伤者急救处理而被传为佳话。

张  波 男 凤县中学教师  学生成功时，他送去赞赏；

学生失落时，他及时鼓励；学生犯错时，他总是那样宽容。

二十年教坛生涯，他用多年不变的优异的高考成绩，赢得

了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赖，社会的认可。

曾文财 男 凤县黄牛铺镇农民  他是 21 年手搬石头

筑堤护田的 93 岁老人。一道毁之又建的河堤，一片产粮

食的黄土地。无数次的洪水冲垮他的河堤，但他对土地的

爱依然屹立不倒！

马   琳 女 凤县坪坎镇倒贴金村农民  六年来坚持照

顾瘫痪丈夫不离不弃，她以伟大的爱心和坚毅的恒心坚守着

对家庭的责任，她用最朴实的方式诠释了对亲人爱的真谛。

王建平 男 凤县文物旅游局干部  五年时间里，没有

休息日，有的只是筹备每一次活动的忙碌与紧张，有的是

迎接一批批游客的自豪和喜悦。他挥洒汗水浇灌出了当代

大学生最美丽的青春之花。

丁玮东 男 律师  免费法律援助  救灾捐款，捐资助

学，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和他的团队为构建和谐社会做

出了重大贡献，因为有他们，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理性，

更加美好。

刘建成 男 农业银行凤县支行职工  “窗口服务工作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追求优质服务无止境。”他多年来

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能迎接每一位客户，实践着这一

久远而质朴的主题。

2012 感动凤县年度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王晓荣、陈凤玲、雷振东、高棋、周喜玲、曹振江、张克勤、林涛、李春香、张红。

2012 感动凤县年度提名人物

本报讯  “对破

坏投资环境、影响

中心工作、侵犯投资商合法权益

的人和事坚决予以打击，绝不姑

息迁就… …”这是县公安局局

长李晓峰在凤县电视台《优化投

资环境加快凤县发展》专栏上郑

重承诺。

近期，凤县纠风办、县优化

办联合凤县电视台以“优化投资环

境  塑造良好形象” 为主题，开辟

了《优化投资环境  加快凤县发展》

专栏，为期一月时间滚动播出 8

期，16个部门主要负责人走进栏目，

围绕单位如何在优化投资发展环境

中发挥职能，如何做到周到服务零

距离、环境保障零

干扰、政策落实零折

扣的“三零”服务等方面进行公

开承诺，并就履诺情况定期接受

县电视台面对面采访，促使了相

关职能部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真抓实干、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

务，以实际行动推进凤县投资优

化环境深入开展。      （杨文娟）

本报讯  2012 年，我县按照“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和

“五个走在全省前列”的的总体目标，积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通

过全县上下共同努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10.77 亿元，增

长 46%，有力地支撑了县域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2012 年，我县抢抓国家扩大内需以及宝鸡关天副中心城市

建设的历史机遇，完善项目考核管理制度，全力抓好项目建设。

先后多次召开项目建设动员会、汇报会和专题协调会、现场办公

会等，统一思想，形成了全县上下人人抓项目的良好氛围；强化

措施，制定出台了县级领导和县级部门包抓项目奖惩制度，对包

抓领导放权压责、严格奖惩，有效推进了全县项目建设。

全年共争取中央、省、市各类项目资金 8 亿元，全年共实施

各类建设项目 290 个，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10.77 亿元，

增长 46%；实施重点项目 100 个，累计完成投资 63.2 亿元，其中：

现代高科技农业产业示范园、风电开发、30 万吨过磷酸钙生产

项目、秦岭国家级生态公园建设、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建设、

金凤凰购物中心等 10 个列入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20.4 亿

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03%，对拉动全县固定资产投资起到

了重要支撑作用。                                 （陈林锋）

全县固定资产投资超百亿 承诺热线开播 领导上镜表态

本报讯  我县在

投资环境专项整治工

作中“三个结合”，努力打造最

优投资环境。

把优化投资环境与改进作风

相结合，严格执行“三零服务”，

使督查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让环境保障“三零服务”落到实处；

与提高效能相结合，努力提高工作

水平。在全县形成比拼争先、争创

一流的干事创业氛围；与推动招商

相结合，加大跟踪服务力度。制定

了 2013 年全县招商引资

工作活动计划表，明确了

招商重点，确保相

关项目在春节后

能尽快开工建设。实现了精神状态

转变；服务理念转变；工作作风转

变，招商工作取得开门红。30万

千瓦风能发电项目顺利签约，一

批项目达成合作框架协议，投资

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以来取得

的重大成果。        （翟亚东）

三个结合 打造最优投资发展环境 

转 作 风  优 环 境  促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