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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县克服今春低温冰冻灾害和入

汛以后洪涝灾害的不利影响，细化防灾减灾

各种措施，提出不让一户受灾群众致富路上

掉队，帮助群众拓宽致富渠道，实现了农民

收入稳步增长。据统计，上半年全县农民人

均现金收入达到 3717 元，同比增长 13.7%，

增速位居宝鸡市前列。

花椒、苹果、核桃等，历来是我县农民

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然而，今年 4 月初，

我县遭受低温冰冻灾害，致使全县 9 万亩经

济林全面受灾。6 月份以来，部分镇村的农

田又遭遇洪水淹没冲毁。面对自然灾害，我

县按照“创业就业补产业、提质增效补损失、

椒果损失畜菜补”的思路，选派县农业局、

林业局、水利局、花椒果业局等 166 名专家

进驻 40 个行政村，开展联村包户行动，推

广农业新品种，推广农村先进实用技术，培

养农民技术骨干，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掌握

田间病虫防治技能，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

效益。同时，积极鼓励群众扩大蔬菜等经济

作物种植面积，引导村民开展架豆地、玉米

地套种甘蓝、菜花、西葫芦等蔬菜多种模式

套种。

我县还积极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召开就

业招聘会，发布用工信息，提供就业岗位，

涉及 80 多个工种，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引

导群众就近转移劳动力，参与县上“秦岭花

谷”、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园等重点项目

建设，确保受灾农民收入不减。积极争取“小

贷”及支农再贷款额度，努力为受灾农户搭

建就业创业平台，促进劳务经济发展，加快

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农民增收添加新动力。

通过多种有效措施，我县拓宽了受灾群

众致富渠道。上半年，全县蔬菜种植 7.71 万

亩，新增 1.2 万亩，新栽中药材 1 万亩，实

现农业总产值 5.9 亿元。发放小额贷款 2800

多万元，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7 万人，劳

务输出 2 万多人，创经济收入 2亿元。保险

公司保险赔付 1.6 万亩花椒防霜冻保险，为

椒农挽回损失 473.8 万元。促进了全县农民

遭灾后收入不降反增的良好局面。 （秋夏成）

本报讯 8 月 23 日，由

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共同

主办的“中国梦、凤县梦、

我的梦”演讲大赛决赛隆重

开赛，来自县委党校、县残

联等 14 家机关单位的 15 位

选手，共诵心中赞歌，唱响

中国梦。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大力宣传“中

国梦”、“陕西梦”的重大意

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在全

县开展了“中国梦 凤县梦 

我的梦”演讲比赛活动。活

动自 7 月份启动以来，全县

各镇、各单位、各部门认真

组织，经过单位初选和县级

预赛，最终 15 名优秀的参

赛者进入了当日的决赛。

决赛现场，选手们结合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用真挚的语言诠释了“中国

梦、凤县梦、我的梦”，将

个人理想与祖国发展、凤县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表达了

凤县人追求“中国梦”的决

心与信心，用铿锵有力的语

言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梦”

的美好憧憬，引起了现场观

众的强烈共鸣。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县委党

校的曾凡超获得一等奖，县残联选

送的赵立群和县交通运输局的杨红

娟分别荣得二等奖，公安局的张凤

莉、双石铺镇的马乙菀和县财政局

的刘婷分别获得三等奖，其余 9 名

选手分别获得优秀奖。  （秋夏成）

本报讯 8月 19日，县委宣传部将30套价

值2万余元的羌族服装送到了留凤关镇寺沟村

群众手中。

近期，县委宣传部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调研活动中了解到，自从文艺培训送进

村后，寺沟村群众文化活动开始变得丰富多

彩起来，但在活动过程中缺少统一的服装。“现

在村里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热情很高涨，但

是每当要举行大型活动的时候，服装就成了

我们的头疼事。”寺沟村支书贺彦银告诉记者。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县委宣传部通过多

方协调、联系，最终在四川北川禹羌服饰公

司购得 30 套价值 2 万余元的精美羌服。“以

前我们跳羌舞，没有统一的服装，即使跳得

再好，但人总觉得不自信。现在不一样了，

穿上这一身靓丽的羌服，不仅舞蹈更有观赏

性了，我们这些跳舞的人也更加自信了。”穿

戴好崭新的羌服，村民王双燕赶紧对着镜子

照照，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悉，自从我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以来，县委宣传部先后通过错时调研听

民声、察民情、解民忧，利用农闲时间将文

艺培训送进村等种种举措不仅解决了群众生

产生活中的难题，还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                           （何鹏）

本报讯  8 月 19 日，在县医

院办理完出院手续的覃志明老人看

到前来接他出院的陈家湾村党员干

部便民服务车，激动地说：“想不

到我老汉也能享受一回专车接送的

待遇！”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在众人

羡慕的目光中上车而去。

说起便民服务车，该村的党支

部书记兼村主任高红卫自豪地说：

“我们村不止这一辆服务车，除了

这辆轿车外，还有一辆五菱面包车

也提供便民服务。”陈家湾村地处

县城城北 11 公里处，全村 85 户

349 人，村民往返县城由于路程短、

人口少没有专门的公交车，极不方

便。今年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以来，

村里的党员干部一起合计要为村里

办一些实事，于是开通免费便民服

务车便成为支部会议的议事日程，

拥有私家车的高红卫和尤元才自告

奋勇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并在村

务公开栏里向村民公布了两辆车的

联系方式。自从便民服务车正式挂

牌后，村里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除了负责接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

民事代理。

“其实也没啥，以前也经常给村里人

办事，现在就是多挂个牌子，让大家在用

车的时候心里更坦然些。”说起用车这件

事，高支书很淡然，还开了句玩笑：“现

在人人都反对公车私用，咱这是私车公用，

应该没问题吧？”据了解，自挂上便民服

务车的牌子两个月来，两辆车共出车 40

余次，行程近千公里。谈起油钱，高支书

说：“那也没有几个钱，村里人能信任咱，

咱给大家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

                         ( 田俊雅 )

本报讯 8 月 26 日，县总工会举行 2013

年金秋助学资金发放仪式。今年考上大学的

58 名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家庭子女，在现

场每人领到了 1000 元的“开学红包”。

家住双石铺镇的许凤同学，今年被西安

财经学院录取。姐姐和她同时考上大学，母

亲没有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在热力公司

的父亲一个人勉强维持。得到总工会的 1000

元资助后，许凤高兴地说：“感谢所有好心人

的帮助，让我的大学梦又近了一步！”。

据了解，截止今年，县总工会对特困职

工子女的助学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七年，共

为 243 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金秋助学金 20

万余元。今年，自高考结束后，该县总工会

就积极着手组织 2013 年度的“金秋助学”

活动，出台了实施方案，明确了资助范围、

资助对象。活动分宣传发动、基层申报、入

户调查、张榜公示、资助金发放五个阶段进

行。通过个人申请，基层审核，县总工会考

察，主席办公会议集体研究，对所申报的助

学申请，进行了反复筛选，严格把关，8 月

26 日最终决定对我县 58 名困难职工子女（其

中农民工子女 43 名）发放助学金 5.8 万。

                                         ( 田俊雅 )

本报讯 日前，我县举办首届创

业大赛，13 名“小老板”讲述他

们昔日的创业艰辛，憧憬未来的创

业前景，并向现场观众传授了自己

的“创业经”。

据了解，本次比赛分自我陈述

和自由问答两个环节进行。在陈述

环节，选手从市场、产品或服务、

核心竞争力、经营策略、创业团队、

财务规划、创业风险等多个方面介

绍及分析；在自由问答环节，选手

接受评委们在市场、技术、风险、

成本、营销、竞争策略等方面实际

问题的“轰炸”和“挑剔”。

经过激烈的角逐，大学生创业

者钟东全获得一等奖，王文慧、周

永海获得二等奖，程瑞、杨彦良、

尤元才获得三等奖，李亚军等7名

选手获得优秀奖。我县首届创业大

赛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本次大赛

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享受免费创业

培训，入围的创业项目纳入凤县创

业项目库，符合相关条件的创业者

还可以获得8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据悉，近年来，我县为 1万多

名有志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创业培

训，发放创业促就业小额担保贷款

1.4584 亿元，扶持 1827 人实现自

主创业，带动就业 7012 人。

                    ( 何鹏）

不让一户受灾群众致富路上掉队 中
国
梦 
凤
县
梦 

我
的
梦
演
讲
大
赛
落
幕

服务群众办实事   30套羌服送进村

便
民
服
务
车 

架
起
干
群
连
心
桥

58 名学子喜领开学红包 创业大赛晒真经

为提升民警的

实战能力，着力打造

一支忠诚可靠、业务

精通、作风过硬的高

素质队伍，县公安局

近日组织开展了“大

培训、大学习、大练

兵”活动。在训练靶

场，民警顶着炎炎

烈日，“持枪、压弹、

上膛、瞄准、击发

……”在武警中队教

官的言传身教下，大

家刻苦练习射击本

领，不断向训练能力

要水平。  

   （杨建林 摄）

训练场上练精兵

驾车省油技巧多
选择早晚时机大家

都知道热胀冷缩的原理，

同样体积下温度高和低

时的量有差异，而汽油

是以体积而不是以质量

计费的，加上汽油对温

度变化反应敏感，所以

加油时间宜选择在气温

比较低的早晨或晚上，

这样同体积的汽油重量

较重，会节约一定的费用。

选用合适标号只有

选用合适标号的汽油，

才能使发动机发挥出最

佳的效能，标号过高费

钱、过低毁机器。压缩

比这个指标一般可以在

汽车说明书中查到，汽

车主机厂也会在油箱盖

内侧标注推荐使用的燃

油标号。汽车保养专家

认为：通过降低汽油标

号来节省开支只会得不

偿失，也不是汽油标号

越高越好，规定使用低

标号的硬要用高标号油，

不仅不会提高效率和动

力，还会损伤发动机。

记住两个数字给爱

车加油要记住两个数，

25% 和 80%。25% 是

加油的时机，当油量在

油箱剩余 1/4 时就应加

油了，若在油箱快见底

时才加油，则会造成油

箱底部累积的杂质被吸

入燃油系统，造成供油

不顺畅。80% 是加油数

量，平时在市区开短程

时加到 80%就可以。

培养良好习惯驾驶

方式影响着车的寿命和

油耗。天冷时先热车，

润滑油可以充分润滑零

件。少于 10 分钟的短

途行驶不仅浪费燃油，

对车也非常不利，因

为引擎没有机会真正变

热，这将导致发动机中

发生冷凝产生锈，而锈

对车是不利的。

我的名字叫肝脏
如果让我有了炎

症，往往会经常出现下

列情况：右上腹闷痛；

右后腰酸痛；右肩感觉

酸、麻、痛，甚至造成

右手举不起来；小腿晚

上睡觉时容易抽筋。

如果我出现了问题，

身体马上出现这些症状：

1.我像拳头一样，有正

面，有背面，正面如果

硬化、肿大，会挤到肋

间神经，肋间神经就会

胀痛；如果在背后，会

造成右腰酸痛。2.我不

好，晚上睡眠就不好，

翻来覆去不容易睡着；

起床后口干、口苦、口

臭，刷牙时牙龈会流血。

平常对食物没有兴趣，

不吃不饿，吃一点点就

有饱感；走路走一两步，

小腿就会很酸，会感觉

全身越来越疲劳，手脚

也是越来越没力。3.让

我不好的人，脚会经常

扭，扭了又好不了；不

小心割伤了，伤口也不

容易愈合。4.喜欢喝酒

的，忽然酒量减少了。

或是有久治不愈的皮肤

病，周而复始好不了。

本报讯 为改善农民储粮条件，减少粮食

产后损失，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近日，我县

按照农户申请、签订发放协议、送仓到村的方

式，向留凤关镇、黄牛铺镇、红花铺镇农户发

放 200 套储粮仓。据了解，该储粮仓由彩钢瓦

板制作，每套造价 480 元。其中，中省市县级

财政补助每套 380 元，群众自筹 100 元。可储

存粮食 2000 斤，具有防潮、防霉、防虫、防

鼠等功能。                         （刘鸿）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唐藏镇李家庄村

内外矿业石材园的建设现场看到，尽管天

气炎热，但工人们仍然在加班加点施工奋

战，不管是地面施工，还是高空施工，他

们都是一丝不苟，全神贯注，有条不紊的

作业着。

凤县石材产业园是市级重点项目之

一，该项目由内外矿业（中国）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项目地点坐落于我县唐藏镇

李家庄，计划总投资为 3.08 亿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2.68 亿元，其他流动资金

4000 万元。项目建成达产后，将利用唐

藏镇曹家庄矿山与梁山沟矿山开采的原材

料，年加工大理石板材 800 万平方米，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 20 亿元，利税 1.2 亿元，

吸纳就业人员 1000 多名。据该项目经理

蔡墩杰介绍，该项目分三期建设，建设期

为 2013 年至 2015 年。一期工程计划投资

1.4 亿元，占地 76 亩；二期计划 2014 年

投建，工程投资 1.1 亿元，完成最后的

124 亩土地利用；三期工程计划 2015 年

投建，工程投资 6000 万元，计划完成加

工区的扫尾工程，最终达到项目设计要求。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9 月 20 号医药厂

房可按时完工。

                         （李甜）

石材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

本报讯  截止 7月底，我先 3651

套“户户通”安装任务全面完成，设

备入户率 100%，安装开通率 85%，

实现了全县 100 个行政村村村通广

播电视的目标，切实解决了“盲村”

广播电视覆盖问题，让广大的山区

群众看上了 44 套以上的电视节目，

听到了 4套以上的广播节目。

                                         （刘鸿）

本报讯  近日，我县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全力配合省市鼠疫防控专家，

在红花铺、双石铺两个镇四个不同

生态环境布放 600 个鼠笼，并对捕获

的野鼠及时进行测量记录解剖，采集

相关检测标本样品，以此来掌握我县

野外自然环境条件下的鼠群种类、数

量、分布和生态变化，研究鼠疫传播

规律。                    （童军）

200 套粮仓送进村 布放 600 个鼠笼测鼠疫 3651 套户户通安装完成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