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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路建成通车
7 月 10 日，航天中路（航天西路—神
舟二路）道路工程道路建设完成，交通安
全设施安装到位，
开放通车。
航天中路市政道路工程西起航天西
路，
东至神舟二路，
道路全长约 500 米，
规
划红线宽度40米，
行车道宽度22米，
两侧
人行道宽度3米。
航天中路向西贯通后，
可直接联通西
安市主干道长安路，
同时有效缓解飞天路
和东长安街的交通压力，
提高交通运行效
率，使周边居民出行更加通畅和便利，这
也是西安航天基地以实际行动提升生活
品质环境，
切实破解出行难的民生问题的
具体表现。
据悉，
该段道路土方开挖外运量非常
大，道路设计纵坡大，施工难度大。为保
证航天中路按时竣工通车，自开工以来，
西安航天城市政公用发展有限公司相关
管理人员与道路施工单位紧密配合严格
管理，现场施工管理人员放弃休息时间，
加班加点，始终坚持奋战在施工一线。
在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同时，施工单
位狠抓安全文明施工，积极做好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出动洒水车对施工现场实
施防尘作业；
对施工现场裸露的黄土进行
全面覆盖；
达到了工程质量与施工环保的
高标准。
通讯员 张基胜

建成后的航天中路

正在建设中的航天中路

卢建军首先肯定了航测局
建 局 50 多 年 来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对局领导班子建设高度认
可，对主要领导班子带领核心团
队攻坚技术难关、奋力开拓市场
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肯定和
鼓励；卢建军表示，航测局“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
作扎实有效，活动载体多，特别
是通过“三会一课”
、党支部组织
生活会、主题党日活动等，加强
了支部建设，感受到了“围绕中
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中心”的
浓厚党建工作氛围。

卢建军对航测局党建工作和
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
认真学习总书记在科技创新领域
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加大科技
创新工作力度。二是要加强陕西
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宣贯工
作。卢建军表示，
陕西省委科技工
委、
省科技厅会一如既往支持煤航
科技创新工作，
指导航测局改革发
展事业，
共同探索转制院所、
国有
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领域的
方案举措，
努力将航测局培育成陕
西典型、
全国典型。
通讯员 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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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工业机器人产业（军民融合）联盟揭牌

丁浩然 摄
张宗科在致辞中表示，
广
阔的市场空间和利好的政策
措施，
都为工业机器人产业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
遇。陕西省工业机器人产业
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和发展优
势，希望以推进会为新的起
点，
以陕西省工业机器人产业
联盟为新的发展协作平台，
按

照整合优质资源，
集中解决核
心问题，持续开拓市场，积极
打造平台的原则，在产业规
模、市场机构、业务模式等方
面，加大创新力度，集中优势
资源，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有活
力、有特色、有竞争力的工业
机器人产业基地。

龚波指出，
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长期重视战略新兴
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依托航天
九院，
以航天电子信息系统集
成和大数据为重要方向，
并将
航天九院 16 所工业机器人项
目作为集团公司重点产业培
育项目之一，
长期关注并扶持
发展，
现已形成了以工业机器
人应用为核心，
向产业链上下
游拓展的发展模式。集团公
司鼓励和支持航天 16 所进一
步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
结合
区域优势，
联合省内知名自动
化企业实现工业机器人产业
的集聚发展，
打造军民融合产
业集群效应，
推动陕西省地方
经济快速发展。
据了解，2016 年 5 月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与陕西省政
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十三
五”期间，在航天基地再投资
150 亿 元 。 2017 年 2 月 24
日，
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西
安会见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航天纪工委
开展脱贫攻坚检查

执法航天分局加强
夏季复耕回填点检查

航测局受省委科技工委肯定
督导检查，查看了各单位的科技
创新产品和技术研发体系建设
情况。随后，卢建军一行在航测
局“3S”基地信息大厦九层会议
室召开了“两学一做”督导检查
工作座谈会，谭克龙从航测局基
本情况、党的建设、
“两学一做”
、
党风廉政、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
作部署等 5 个方面作了详细的
党建工作汇报，赖百炼从科技研
发成果、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打
通科技人员晋升通道、探索混合
所有制改革等几个方面作了科
技创新专题汇报。

航天新气象
HANGTIANXINQIXIANG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纪委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工作部署，
7 月 6 日至 10 日，
航天基地纪工委集中发力，采取入村入
户实查、电话逐人核查等方式开展脱贫
攻坚第一轮大检查，收集扶贫领域违纪
违规问题线索。
一是查看思想是否到位。及时掌握
思想动态，检查帮扶干部思想认识和政
治站位情况；二是查看人员是否到位。
检查 12 名驻村第一书记、各驻村工作队
人员是否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履责；三是
查看工作是否到位。及时了解驻村干部
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效果、工作
状态，
是否扎实开展帮扶工作；
四是查看
底子是否到位。检查各帮扶干部是否摸
清贫困户家底，
并制定针对性帮扶措施；
五是查看措施是否到位。检查帮扶措施
是否具体可行，切实解决贫困群众实际
困难；六是查看感情是否到位。检查帮
扶干部是否带着感情开展帮扶，常思群
众疾苦；七是查看群众知晓率是否到
位。通过入户走访，了解帮扶政策宣传
成效和落实效果，切实助推脱贫攻坚工
作步步深入、
务求实效。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出成果
7月7日上午，
陕西省委科技
工委书记、
省科技厅厅长卢建军，
工委委员、委厅副巡视员郭杰等
一行 6 人赴入区企业航测局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督导检查工作，并就航测局科
技创新工作开展深入调研。航测
局党委书记谭克龙、局长赖百炼
陪同调研。
卢建军一行先后走访调研
了航测局地图制印公司、航摄工
程分公司、地理信息分公司、航
测工程分公司等单位，对各单位
党建工作、
“两学一做”开展情况

2017年7月17日

董事长雷凡培，
双方就合作的
重点项目进行了会谈。陕西
省将依托集团公司九院 16 所
的工业机器人技术及产业发
展优势，联合省内相关企业，
共同推动陕西工业机器人（军
民融合）产业快速发展。这次
推进会的召开，
是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落实在陕投资，
不断推
进航天技术应用化，
助推地方
经济发展的具体行动。
大会上，航天九院 16 所
所长万彦辉，介绍了航天十
六所军民融合道路探索和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产业发展
情况。西安交通大学、IBM
公司专家、陕西省金融控股
集团在会上分别介绍了陕
西智能制造及工业机器人
产业发展、国内外工业机器
人技术发展趋势、智能制造
系统相关发展情况和陕西
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
关情况。
通讯员 聂向向

针对入夏以来雷雨天气增多，易引
发安全隐患等情况，执法航天分局积极
安排，
联合长安区大兆街办，
组织开展建
筑垃圾消纳场及复耕回填点专项检查。
检查活动中，
执法人员先后对5处复
耕回填点进行实地检查。重点了解建设
规模、消纳容量等相关情况，
并对已消纳
区域碾压、覆盖及绿化树木栽植等进行
检查，严防因超高堆放等因素造成垮塌
等危险事故发生。
执法人员还向相关负责人宣讲了相
关管理规定，督促其规范出入口道路硬
化、场内照明设施安装、警示标志设置
等，
严格落实铁腕治霾管理措施和标准，
进一步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教育，强化安
全防范意识，积极保障辖区建筑垃圾清
运工作的有序开展。
通讯员 孙栋 吉振

学习马宝良先进事迹
国土分局助推脱贫攻坚
近日，
航天国土分局党支部以
“学习
马宝良先进事迹，
助推脱贫攻坚党日”
为
契机，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及分局党员到
骆峪镇碾子坪村参加“脱贫攻坚主题党
日”活动。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关于
精准扶贫的讲话、6 月 23 日在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马宝
良同志先进事迹。大家根据讲话精神，
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对照检查。对在帮
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
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思路。
会后，驻村第一书记郭小宁就帮扶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大家进行了专门讲
解。一是要将扶贫应知应会 20 问熟记
于心。二是对帮扶户要做到
“十清”
。三
是要详细制定一年帮扶计划，三年帮扶
规划，提高帮扶质量。四是及时上传各
类扶贫图片及文字，
将工作做实做细，
做
出成效。
目前，
分局扶贫的 12 户家庭均已摸
清底数，
其中有两人已安排至西安工作。
下一步，
分局将继续按照帮扶计划开展工
作，用实际行动给贫困户送去温暖与爱
心。脱贫攻坚任重道远，
国土分局将凝心
聚力，
做好政策、
资金、
技术等多方位支持，
尽早实现贫困户脱贫摘帽。
通讯员 王晓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