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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田林县甘蔗收获和种植都已接近尾
声，但各个山岭坡地、田间地头，还有蔗农忙碌的身
影。谈笑声、砍种机器的轰鸣声、枝头鸟雀的喧闹声，
仍然交织着山村的热闹与繁忙。

“今年的优良品种甘蔗 520 元一吨，我家的 22 亩
甘蔗收入了5万多元。”田林县高龙乡渭山村渭山屯贫
困户廖志和说。廖志和2015年被识别为贫困户，党委
政府的“以奖代补”、“技能扶贫”政策让他选定了甘蔗
产业，2017年顺利实现脱贫出列。

田林县定安镇那雄村那古屯建档立卡贫困户罗
妈珍，是村里不等不靠、脱贫致富
的榜样。2016 年以来，她起早贪
黑，依托县政府“以奖代补”政策将
家里近 30 亩土地全部改种甘蔗，
2017 年榨季卖甘蔗收入近 9 万元
顺利脱贫出列。2018 年以来她向
其他贫困户无偿传授甘蔗种植管
理知识，辐射带动20多户贫困户种
植甘蔗 500 多亩，实现卖甘蔗收入
130多万元，户均收入5万多元。

近年来，田林县把甘蔗作为
“5+2”特色扶贫产业之一推进发
展，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
策扶持”，通过引进优良品种、发展
规模经营、推行生产机械化，使甘
蔗产业成为贫困户选择的“短平
快”项目，得到空前发展。 截至今
年 4 月，田林全县参与甘蔗种植农

户达 12976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705 户，有 4386
户 17540 人通过甘蔗种植实现了脱贫。目前，田林全
县甘蔗总面积已达 16.8万亩，实现了 14个乡(镇)甘蔗
产业全覆盖，预计甘蔗产量将首次突破 50万吨，蔗农
销售原料蔗收入2.6亿多元，蔗农人均增收4000余元。

“2019 年，我们将继续加大对糖料蔗种植扶持力
度，举办种植技术培训，补助金额增加到1140万元，确
保田林县2019年糖料蔗保有面积在18万亩以上，让更
多的贫困户得益于甘蔗产业脱贫。”田林县糖办主任
王志高介绍。

5 月 31 日，主题为“家国天
下，融合发展”的 2019 北京国
际商务航空展览会（CIBAS）暨
北京国际航空医疗救援展览
会在北京密云机场举行。此
次展会由救援航空器静态展
示、动态应急救援飞行演练、
大型合作签约、航空医疗救援
专业论坛等多个活动组成，旨
在共同探讨中国航空应急救
援和航空医疗救援产业的现
状及发展趋势。

密云机场启用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

顺应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
系建设“十三五”规划要求，为
加强航空医疗救援和转运能力
建设，北京密云机场在 2019 年
进行了全面的功能升级。

借助本次展会保障航空
应急救援飞行任务的契机，密
云机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正
式启用，作为京津冀地区航空
医疗应急保障救援首家训练
基地，密云机场应急救援指挥
中心加强了信息化管理能力，
为区域性综合应急保障提供
坚强的保障。

这次展览会是北京首次
举办航空医疗救援专业类型
的展会。应邀参展的有来自
全国各地医疗救援、应急保障
的企业和设备商，充分展示我
国在应急保障建设领域多年来
取得的成绩。主办方以本次活
动作为开端，凝聚国际化、专业
化力量，共同探索如何建立以
人民安全为中心的应急保障
体系，为推动全国航空领域应
急保障的建设起到积极示范
作用。

航空应急救援飞行演练新模式

作为企业代表，华彬天星进行了航空应急医疗、航空应
急消防、航空应急救灾三个方面的航空应急救援飞行演练，
全方位立体式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航空应急救援实施的全部
过程，与会嘉宾通过现场大屏幕，实时了解救援过程中的每
一个细节，让现场所有人都“参与”了三次应急救援任务。
其中，华彬天星通航与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联合使
用医疗救援型直升机进行航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获得了
现场与会嘉宾的一致认可，双方携手为通航的“军民融合”
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模式。

华彬航空集团董事长、华彬集团副总裁郑刚表示，航空
医疗救援符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应急管
理日益成为各级政府全面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
重要内容。构建国家医疗救援应急体系不仅是为了有效应
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更是国家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

多元化应急救援设备齐亮相

在展会航空器静态展示区域，展示了共 8 个品牌、13 个
型号的 34 架航空器，同期还展出了无人机、救援机载设备、
应急通讯、程序保障、救援改装等来自 20 多家企业的 50 多
件专业设备。

华彬航空的全系列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集体亮相，华彬
航空以全新的航空器组合，为现场的嘉宾们带来了一场视觉
盛宴。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挖掘中国航空医疗
救援产业发展机遇，展会现场还举办了第二届北京国际航
空医疗救援论坛，来自相关领域和行业的专家们齐聚论坛
现场，就“‘一带一路’下的中国航空医疗救援产业发展”议
题共同探讨，为中国航空医疗救援体系的建立建言献策，
为中国的航空医疗救援的行业发展探索新的道路和发展
方向。

一段来自钻井作业现场的抖音视频日前上了热搜：两个像
小火车一样的小制作装置，一前一后，快速迎接钻杆两头送至
指定位置，作业功效由“人抬”变为“机跑”。这个被命名为“绷
钻具跑车”的“滑车装置”，由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40656钻
井队队长向平虎发明，省时省力，作业功效大幅提升。

近三年来，类似这样的创新成果，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
司已有731项，其中现场推广456项。“我们公司创新氛围浓厚，
这些创新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现场安全、环保和健康等难题。”长
庆钻井总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创新创造解难题

两个钻工手握工具，轻轻松松就能将一根9.6米长的钻
杆前后移动、排放整齐。以前需要三四分钟的工序，现在仅
用几秒钟就能完成。这种名叫“钻具排放器”的工具，深受钻
井一线员工的欢迎。

一根来自“晾衣绳”的小创意，让“工具伤人”可防可控。
针对工房工具摆放密集、发放不便的问题，员工们从晾衣绳
上得到灵感，通过自制紧绳器拉动钢丝绳作用，将每排工具
牢牢锁定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大降低了工具发放时发生倾倒
伤人的风险。

这些小改革、小创新，均来自川长庆钻井总公司干部员
工的创意和智慧。着眼解决现场安全、环保、功效、健康等一
系列“急难”问题，该公司从钻井现场、项目部机关、专业公
司，到生产车间，都积极参与创新。“有的职工有想法，但动手
能力不强，有的有制造能力，但缺乏创意，我们集纳全员智
慧，发挥个人特长，全过程支持创新活动。”长庆钻井管具公
司陇东服务部经理王鹏说。

创新创造作用大

“多功能液压顶销装置投入使用后，拆卸一只吊卡活页
销的时间由原来的 20 分钟缩减为 5 分钟，效率提高 75％。”
王鹏介绍着一项项创新成果带来的效率、效力和效益。

在陇东服务部工具工段的工房里，墙上挂着一块获得甘
肃省 2018 年“十佳创新明星班组”的匾牌。该工段的胡开
拓、卫博等一批能工巧匠和创新能手，已获得创新成果 20
项，累计节约资金87万多元，其中《提高锯床锯割胚料效率》
获得中国石油质量管理优秀成果一等奖。截至目前，川庆钻
探长庆钻井总公司已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成果 64项，其中
安技成果363项，创造价值逾3000万元。

创新创造氛围浓

为了让创新者有荣誉、得实惠，长庆钻井建立完善激励
机制，实行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并举，定期开展评优选先活
动，对优秀成果给予500至3000元不等的奖励。3年来，长庆
钻井对731项获奖成果累计奖励金额566万元。

“只要现场认可，公司采纳，每个小建议都有奖励。”公司
工会主席陈倩说。“创、奖、推”是开展职工创新活动的“三部
曲”。长庆钻井先后选出首届“长钻工匠”32 人，推广好点
子、好做法、小工具400余项。以“创新筑梦·智造未来”为主
题，组织开展了首届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发明）成果展，评选
优秀成果148项，营造出了创新创造的浓厚氛围。

据悉，长庆钻井总公司自组建以来，始终牢牢把握“科学
发展、构建和谐”两大主题，依靠科技，持续提速，规范管理，全
面推进，钻井生产能力持续攀升，经营收入稳步增长，先后荣
获全国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称号。

长庆钻井力促安全提升产能长庆钻井力促安全提升产能

华
彬
航
空
亮
相
医
疗
救
援
展

李

玥

孙
凌
达

田林甘蔗让农户的日子变甜了
丁志军 齐永茂丁志军 齐永茂

庞革平 甘天龙

6 月 1 日晚 19 点 30 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盛世
纪》在陕西大剧院正式开演，2019华侨城·西安文化旅
游季也随之盛大启幕。6月3日晚，华侨城在西安曲江
新区举办的文化旅游季首阶段各类活动已圆满收官，
成功地为西安市民献上了一场底蕴深厚、欢乐纷呈的
文化盛宴。

多方位欢乐互动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圳世界之窗“世纪
三部曲”收官之作《盛世纪》来到西安，在古都圆满完
成了讲述中华千年盛世的华美演出。全剧演绎了《日
月春秋》、《大汉王朝》、《盛世长安》、《雪域草原》、《碧
海扬帆》五大篇章，与西安观众一同重走了海陆丝绸
之路，经历了中华文明的几个历史巅峰。震撼感官的
舞美效果、风格多样的表演形式、演员热情精湛的表
演，使《盛世纪》在观众之间获得广泛好评。此次演出
门票通过华侨城电商平台“花橙旅游”向公众免费放
送，受到西安各界的一致点赞。

6月1日至3日，华侨城品牌文化展采用多媒体结
合互动装置，在陕西大剧院大厅持续展出，吸引了许
多观众驻足观看，并参与其中。从对深圳光明小镇、
安仁世界博物馆小镇、大理古城等二十多个文化产业
园区以及文化演出、文化艺术、文化酒店内容的详细
介绍，到康佳以“科技+产业+园区”为发展方向，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加速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先
进技术和最新产品的全面介绍……品牌文化展系统
地展示了华侨城“文化+”发展战略下的丰硕成果。现
场还呈现了西安沣东华侨城大型文化旅游综合项目
的规划布局与展望，介绍了华侨城·108坊、华侨城·天
鹅堡、西安国际文化中心、OCAT 华侨城当代艺术中
心（西安馆）等多个项目。

为了与西安市民和游客更广泛地开展互动，每晚
演出后，华侨城以绽放长安盛世华彩为主题的花车巡
游活动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欢乐登场。四方神兽、莲
心禅韵、文人墨客、燕乐鼓舞四辆彩车在人潮涌动的
步行街汇成美丽盛景，《盛世纪》核心演员搭乘彩车向
人们挥手微笑，进行了一场台上台下的亲密互动。6
月 3 日，西安本土知名 IP 也加入到巡游的队伍中来。
在现场，人们忙于自拍或合影，直播、抖音大V为手机
前的观众录制视频，演员们盛装在街头与市民们互
动。历史与现代交融，多方位的碰撞，真正实现了华
侨城与西安市民和游客“欢乐在一起”。

精彩文化旅游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际，秉承为全国人民
创造优质美好生活的使命，“欢乐在一起，我们再出
发”2019华侨城文化旅游节升级而来，携同150余家文
旅企业，从五月到十月，沿着“从深圳出发，欢乐起航
——京津欢乐颂——乐享江南好时光——潮玩巴蜀

新活力——欢乐楚韵湘风
——‘侨’遇七彩云南——
邂逅海南美丽乡村——创
想大湾区，欢乐绽放”的路
径，联动 50 城，展开近 500
项的主题文旅活动，由此开
启了欢乐的视觉盛宴。

作为 50城联动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城市——西安，
又恰逢西安华侨城成立十
周年，西安华侨城秉承集团
文化旅游节理念，以“欢乐
在一起，长安盛世纪”为主
题，为西安量身打造并成功
举办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盛世纪》演出、以绽放长安
盛世华彩为主题的花车巡
游、华侨城品牌文化展等一
系列高品质的文化活动。
承接过去，展望未来，华侨
城·西安文化旅游季将成为
一个重要的品牌资产与城

市 IP，助力古都文化旅游的发展，为西安市民持续提
供美好的欢乐体验。

节庆活动的推出和花橙线上平台的完善是华侨
城集团打造文化旅游全产业链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本次活动中，西安首次通过华侨城智慧旅游服务平台

“花橙旅游”实现《盛世纪》门票对大众的免费发放。
“花橙旅游”涵盖智慧景区、智慧酒店、智慧社区、智慧
城区，着力于构建大用户、大数据、大营销和大金融体
系，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用户流的统一。未来，西安
市民将通过“花橙旅游”享受到华侨城旗下文旅产品
的更多优惠。

在本次品牌文化展中，康佳的关注度高成为展厅
的一大亮点。作为华侨城旗下的二级集团，康佳集团
积极响应国家双创战略与科技兴国的号召，推出“康
佳之星”双创品牌。2018年，康佳在华侨城的带领下，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消费电子业务为基
础，全力构建“产业产品业务群、科技园区业务群、平
台服务业务群和投资金融业务群”四大业务群协同发
展的战略新格局，成功发布并推进战略转型升级，实
现持续跨越式发展。以“打造技术领先的企业，打造
双创模范企业”为目标，康佳正以“科技+产业+园区”
为发展方向，以“硬件+软件、终端+用户、科技+投控”

为发展模式，扩大业务版图。未来，在华侨城的带动
下，康佳将继续专注科技创新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实体经济稳步前进，为
未来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文旅融合共携手

2017 年，华侨城与西安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以“文化+旅游+城镇化”的战略布局，拓展西安历
史文化旅游新格局。去年以来，华侨城与西安携手，
成功举办华侨城自贡灯会暨西安城墙亮灯仪式、大唐
不夜城花仙子巡游、OCAT西安馆五周年等一系列节
庆活动。

为助推西安历史、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就
大西安文化旅游新高地，“沣东华侨城大型文化旅游
综合项目”是重中之重。项目集文化旅游、美丽乡村、
新型城镇化建设于一体，是融合华侨城三十余年的经
验之集大成作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OCT·华侨城
创想中心等规划项目。沣东华侨城大型文化旅游综
合项目将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新型城镇化及全
域旅游示范区，加速建设大西安“西进”门户和新中心
核心区，落实西安提出的“文化、旅游两个产业倍增计
划”，推进“文化+”“旅游+”两个中心思想，倾力支持
打造西安万亿级文化旅游大产业的务实举措。

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旅游进一步发挥其在
文化传承、传播、交流的平台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文旅融合成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
信、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路径和载体，旅游被赋
予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2017年，华侨城集团确定了
中长期发展战略，华侨城以此为抓手，带动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国全域旅游发展；对
外传递民族文化价值，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影响力。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作为以文化旅游为主业的央
企，华侨城将继续响应时代号召，推动旅游消费升级，
丰富人民美好生活。力争让“文化旅游节”成为旅游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并以此为契机
持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享受、更优质的旅游
产品，为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
求而不懈奋斗。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华侨城不仅要做美好生活
的“创想家”，更要做“创行者”，在“文化+旅游+城镇
化”和“旅游+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模式驱动下，以
文化为灵魂、旅游为载体，对“华侨城文化旅游节”继
续创新升级，为推动中国旅游节庆发展、构筑美好生
活、全力打造文化旅游节庆品牌再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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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纪》西安陕西大剧院演出剧照《盛世纪》西安陕西大剧院演出剧照 （资料图片）

“绽放长安盛世华彩”主题花车巡游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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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纳全员智慧创意 发挥个人特长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