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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收购高粱

榆林市普惠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全力追赶超越 共谱职教华章
神木职教中心2015年建成国家级示范

学校，现有师生5200多人，开设机电技术应
用、化工机械与设备、建筑工程施工、数控技
术应用、音乐、美术绘画等21个专业，其中
国家重点专业4个，省级示范专业6个，是
陕西省规模最大的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升
学与就业“双轮驱动”，合理安排文化课教学
与专业技能培养。2016年单招参试755人，
本科上线 645人，录取 603人，占全省录取
人数的51%。450人被陕西科技大学、陕西
学前师范学院等二本以上院校录取；2017
年单招参试 890 人，本科上线预计达 800

人。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获得国家
级奖牌40个，省级奖牌360个，稳居全省奖
牌总数第一。专业技能的提高拓宽了就业
渠道，提升了就业质量，就业率达98%，取得
了显著的办学成绩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学校面向全市招收应往届初中毕业生，
不受户籍、考籍的限制。

欢迎广大学生前来报名！
学校网址：http://www.smzjzx.com
咨询电话：0912—8324676

0912—8324372

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近日，府
谷县安排部署动员“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优化环境大讨论”活动。

会议要求，大讨论一要围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及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进行，引导干部职工坚决
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
发展理念”等新思想新战略。二
要围绕追赶超越这一中心工作，
讨论当前发展形势和经济政策，
找准府谷县发展优势和短板，明

确各领域、各行业工作重点和方
向。三要围绕全面落实“五个扎
实”要求和追赶超越总体方案、行
动计划进行讨论，从现实出发，由
宏观到微观，找出科学的发展路
子。四要围绕干部作风进行讨
论，讨论如何强化措施，创新机
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作
风；五要围绕营造宽松和谐的人
文环境进行讨论，立足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强化诚信建设、道
德建设、法治建设，不断提高府谷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府谷县

本报记者马蕊报道 6月13
日，榆林检验检疫局召开“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优化环境大讨论”
动员会，学习传达市委精神，并结
合榆林检验检疫工作实际，对开
展大讨论活动进行安排部署。会
议指出，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
论是市委从“把榆林建设成为陕
甘宁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的城
市”的战略高度做出的决策，是全
面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奋力追赶超越的科学举措。
会议要求，榆林检验检疫局干

部职工要深刻学习领会其精神内
涵，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明
确任务，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把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优化环境”
大讨论与检验检疫工作实际相结
合，与服务榆林外向型经济持续向
好发展相结合，与加强机关自身建
设、奋力追赶超越相结合，为榆林
对外开发开放作出新贡献。

榆林检验检疫局

“这是一堂生动的心灵必修
课，他们是真正的时代楷模。”

“这些好人的事迹虽然说起来
不难，但坚持下来却并不容易，他
们让我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有了
榜样，有了动力。”

……
2014年起，我市以道德讲堂

为主要载体和平台，组建了由中国
好人、陕西好人、道德模范、榆林好
人等为成员的巡讲团，开展榆林市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现场互动交
流活动，深入机关、县区、学校、企
业、厂矿、农村、社区进行现场交
流，充分发挥身边好人的示范、引
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今年6月9日下午，神华神东
煤炭集团设备维修技术中心培训
师、电焊高级技师、“中国好人”顾
秀花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主
题，与市电力检修有限公司的员工
现场交流。此次现场交流正好是
全市示范性互动交流的第100场
活动。据统计，4年来全市有10万

多人次在现场交流互动中受到熏
陶和教育。一个个至善至美的好
人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事迹成了一盏盏道德明
灯，指引越来越多的人追寻好人的
足迹、践行好人的事迹，“做好事、

当好人”蔚然成风。

创建载体：
品悟道德力量

“我们开展身边好人交流活

动，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
样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一次有
益探索。”市文明办负责人说，当代
社会，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
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潜移默化地
引导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活动包括“唱歌曲”：每一次
开讲前，组织学唱一首道德讲堂
主题歌曲；“学模范”：围绕主题，
组织参与人员观看一部道德建
设先进人物事迹的短片；“听故
事”：主讲人结合设定主题讲述
自己的典型事例；“诵经典”：组织
参与人员诵读一段中华传统经典
语录和道德美文；“谈感悟”：由现
场观众讲述心中感受，品悟道德
力量，升华自身境界；“送祝福”：
由主办方领导谈谈对于现场观众
的教育意义，号召大家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下转第七版）

本报记者徐子昕摄影报道
6月17日，榆林市“创建杯”健步
行比赛在世纪广场举行。市委
副书记钱劳动出席，省健康促进
与教育协会会长习红宣布开赛。

目前，我市正处在巩固提升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的关键
时期，希望通过比赛，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积极参加健身活动，
以更加健康的体魄、积极的态
度和良好的风貌，投身到全市
各项创建工作中，推进“五城联

创”工作深入开展，谱写追赶超
越新篇章。

比赛中，1160 名选手组成
22个小方阵、9个参赛队展开较
量，经过激烈角逐，人民路代表
队获得冠军。

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健步行
我市举办“创建杯”健步行比赛

本报记者马蕊 高苗报道
6月16日，记者从鄂尔多斯市召开
的“北方之路”航空旅游联合会启
动仪式暨首届“北方之路”航旅论
坛获悉，鄂尔多斯机场6月份将开
通莫斯科—伊尔库茨克—鄂尔多
斯—曼谷的国际航线，届时，从榆
林飞往莫斯科、曼谷也将更便捷。

加之早已开通的飞至泰国的
航线，鄂尔多斯与国内已开通的
哈尔滨、长春、沈阳、乌兰浩特、阿
拉善左旗、乌鲁木齐、兰州等旅游
城市航线构成了一个美丽的扇
形。该扇形航线网络以鄂尔多斯

枢纽为联结点，相互支撑，互相借
力，构成了“北方之路”（Road
North）。“北方之路”是一条以鄂
尔多斯为支点，连接东部、西部和
北部旅游城市的空中新通道。榆
林可在已有旅游航线开通的基础
上，通过从鄂尔多斯中转，拓展和
延伸航空辐射范围。沿着“丝绸
之路”往西可至敦煌、酒泉、嘉峪
关、西宁等13座城市，向东可至
漠河、满洲里、阿尔山、承德、秦皇
岛等14座城市，向北可延伸至伊
尔库茨克、莫斯科、叶卡捷琳堡、
乌兰巴托等城市。

鄂尔多斯建成“北方之路”航线网络

榆林飞往莫斯科曼谷将更便捷

“小讲堂”变身“大舞台”
——写在榆林“道德讲堂”示范性互动交流活动第100场之际

本报记者呼东荣 杨晓慧

在全市开展“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优化环境大讨论”，是市委的
决定，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通过
大讨论统一思想认识，提升党员干
部素质，促进陕甘宁蒙晋交界最具
影响力城市建设，可以说是切中肯
綮，正当其时。

长久以来，我市干部群众中确
实存在固步自封，对新鲜事物、外来
事物不敏感，面对新知识、新理论不
愿动脑子，头脑麻木，随波逐流，进而
对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对
生活缺乏热情、得过且过的现象。

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改变，只会一
步步走向先是不愿意改变，最后无
力加以改变的“温水煮蛙”的境地。

解放思想，学习先行；勤学善
思，提升素质。我们要从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我市新的科学定位
和奋斗目标以及建成陕甘宁蒙晋
交界最具影响力城市的科学路径
中寻找“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解放
什么思想、如何解放思想”的提示
和答案，努力提高理论政策水平，
从宏观上全局上认识问题理解问

题解决问题。
“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

的群众。”要从哪些地方入手去解
放思想？如何才能更新观念，着力
破解目前制约榆林发展的体制机
制问题？怎么样优化发展环境，让
榆林成为投资、人才、信用、生产要
素聚集的“硅谷”？都需要相信群
众的力量，要俯下身子，依靠人民
群众，向广大人民群众学，“拜群众
为师”。要紧盯追赶超越目标城市
鄂尔多斯市、韩城市，以更加开放、
包容的姿态向兄弟城市学习，学习

他们的好经验好做法，发现自己的
问题和不足“补短板”。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
近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榆林面临着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我
们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注意运用
法治的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
学习科学技术领域的前沿知识特别
是互联网知识，用所学的知识去教
育群众服务群众。要拿出壮士断腕
的勇气和凤凰涅槃的决心，向顽疾

“开刀”，对“陋习”开战，以全新的形
象开创一片新天地。

勤学善思 提升素质
俞平

本报通讯员万慧报道 近
日，气象部门发布了春季气候概
况，数据显示，今年春季（3—5
月）我市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量
较常年偏多。

据监测统计，全市今年春
季平均气温为12.0℃，较常年同

期偏高0.6℃。西北部县区平均
气 温 11.1—12.3℃ ，东 南 部
12.0—13.8℃。降水方面呈现
出大部偏多、南部局地偏少的
特点。总体来看，全市平均降
水量为 72.7 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多8.2%。

今春全市气温偏高降水偏多

“中国好人”谢海琴走进市盐务局，与干部职工互动交流。（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