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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

联系人：张兴强 13720477099
苗青青 18791267506

大量收购高粱

榆林市普惠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区集中供热用户：
为了确保高新区 2017 年

冬季集中供热顺利开展，依据
相关规定，通告如下：

一、新申请用户，请于2017
年10月10日前在汇通供热公
司办理用热手续。禁止任何集
体和个人私自开口接热。

二、原用户务必于2017年

10月10日前交清所欠热费，并
签订新的协议，于2017年10月
28日前交清本采暖期热费。

三、对逾期未交清热费和
私自接热的用户，不予供热并
诉诸人民法院。

特此通告。
榆林市汇通供热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8日

供 热 通 告

本报通讯员吴嘎摄影报道
9 月 29 日，子洲县马蹄沟镇张
家砭村光伏发电站正式接入地
电网络，实现并网投运。

该光伏发电扶贫项目由子洲
县马蹄沟镇张家砭村苏榆农工贸
公司及该村贫困户共同筹资，总
投资139万元。占地3300平方
米，系统设计组件保质期为 25
年，发电装机容量180千瓦，年发
电约33万千瓦时，按照每度电价
0.88元计算，成功并网发电后，预
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8.63 万

元。该村计划将光伏发电设备下
的空闲土地全部开发利用，用于发
展大棚产业和特色种植，主要种植
蘑菇、蔬菜、枸杞和菊花等特色农
作物。此项目实施所得收入将均
分为三份，一份留给村集体用于
村公益事业，一份留企业用于后
期管理运营，一份作为分红分给9
户入股的贫困户。入股贫困户实
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进行一次重
新评定。预计入股贫困户户均每
年能得到约1万元的收入分红，一
年便可实现脱贫。

子洲县第一座光伏发电站投运

本报通讯员贺波报道 今年
以来，清涧县围绕“追赶超越、脱
贫攻坚”两大目标，坚持抓项目
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按照“一个
项目、一个联系领导、一套服务
班子、一套督查班子、一抓到底”
的工作推进机制，狠抓重点项目
建设。

据了解，该县全年共安排重
点 建 设 项 目 95 个 ，总 投 资
463.5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1
亿元。截至目前，重点项目开工
或复工53个，完成投资55.99亿

元，其中投资3000多万元的黄河
太极湾 3A 级景区已于日前挂
牌；投资9980万元的481套保障
性住房、400户危房改造项目主
体完工；投资5150万元的文化广
电服务中心主体竣工；投资1000
万元的5个民俗文化村打造和投
资4717万元的29个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正有序推进。此外，投
资2.4亿元的红枣精深加工项目
和投资80亿元的山东金裕新能
源公司100万吨天然气制合成
油项目即将开工。

清涧县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全年安排重点项目95个，已完成投资55.99亿元

天高云淡，微风送爽——抬
头仰望，是醉人的“榆林蓝”。

草木吐翠，碧波荡漾——放
眼环顾，是舒心的“生态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坚定
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以环境质量改善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为目标，努力建设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丽榆林，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有效控制，环境法治
化水平显著提高，城乡植绿大行
动成效突显，环境治理工作全面
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已然成为一种理念和认知，更成
为一种行动。

铁腕治污守护白云蓝天
“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五年来，我市坚持
标本兼治、治防并举，不断加大环
境污染综合整治力度，特别是中
心城区，以创建卫生城市、环保模
范城市、园林城市为载体，采取了

“减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
绿”六大措施为主的一系列大气
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城区禁烧烟
煤范围逐步扩大到 255 平方公
里，累计改造燃煤锅炉632台。

期间，我市累计投入300余万
元，在全省范围内率先打造“数字
环保”执法平台，建立移动执法系
统，通过实时监控，减少人为干扰，
完善了全市300多家重点排污企
业信息，从技术上实现了环境执法
的快捷化、程序化、规范化。

面对环境治理的压力，我市
通过一系列整治措施，城市大气
污染得到有效遏制，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2014年，我市城区

好于二级以上天数达到336天，
同比增加14天，其中，一级天数
93天，刷新了自有监测记录以来
榆林优良天数纪录。为了推动城
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15年，
我市决定将城区禁煤范围由105

平方公里扩大到255平方公里，
扩大后禁煤区范围内摸排出68
台燃煤锅炉，计划于2018年底前
全部拆改，确保市民呼吸上新鲜
空气。

（下转第二版）

绿水青山看榆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榆林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回眸

本报记者 张三林

问：“清涧县老关庙长期断
水，今年停水已经有40天！请问
何时能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答：“张先生您好……解决方
案：1.经我办事处调查交接，老关
庙并非40余日断水，而是每周三
固定供水，与清涧县自来水公司
对接协商之后，增加老关庙供水
次数至2—3次……”

7月 29日，清涧县张先生就
居民用水问题进行“网络问政”。
8月1日，清涧县秀延街道办事处
就此问题作出回复，在说明不能
正常供水原因的同时，提出4点解
决方案，有效缓解了张先生居住
区域的用水问题。

自7月20日问政工作启动以

来，清涧县严格按照榆林市《关于
开展网络问政工作的通知》要求，
高度重视、及时谋划、精心组织，
狠抓“问”的环节，做好“答”的工
作，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畅通“问”的渠道。全县各镇
（办）和部门单位，充分利用政府
网、清涧县宣传网、电视台、清涧
报等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关于“百
姓问政”参与情况和开展情况，并
建立了清涧县“百姓问政”工作交
流微信群和QQ群，利用微博微
信、QQ等社交媒介进行广泛宣传
和工作交流，提升群众对“网络问
政”工作的知晓率。同时指定县
政府办和县纪委专门人员，进行

日常问政答复和工作监督、问题
处置，做到了责任到位、人员到
位、措施到位，为“百姓问政”工作
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组织和人力
保障。

夯实“答”的责任。按照分级
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实行首问
责任制，根据市问政办交办和县
领导批示精神，确定承办单位和
办理要求，并以转办单的形式转
交承办单位，并进行跟踪督办。
在答复过程中，要求相关单位严
格按照网络问政处理流程办事，
不推诿、不扯皮、不应付，全面、完
整、详细地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
力争做到群众满意。截至9月28
日，共收到问政信件36件，按时答

复33件，3件正在办理，回复满意
度为100%。

形成“改”的机制。成立了以
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百姓问
政”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了以
县纪委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监督落
实、问题处置领导小组。对一般群
众诉求性问题推诿扯皮、拖延办理
的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整改；不按要
求完成回复的单位，对负责人进行
约谈，并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对
不落实百姓问政工作责任制，不重
视百姓问政工作造成矛盾激化等
情节较重的，除依纪、依法追究其
责任外，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
形成了以“答”促“改”，以“改”堵

“漏”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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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答”促“改” 以“改”堵“漏”
——清涧县开展“百姓问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通讯员王皓 惠晶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崔静 刘羊
旸） 10月11日，设在北京梅地亚宾馆的十九大
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为境内外记者采
访十九大提供服务保障。

十九大新闻中心驻地设置了新闻发布厅、个别
采访室、融媒体访谈室、广播电视信号服务室、网络
服务室、图片服务室、医疗服务室等功能区，为记者
提供新闻采访、资料查询、电视公共信号等方面的
服务和保障。新闻中心将组织一系列新闻发布会、
记者招待会、集体采访、专题新闻发布会，以及组织
外国记者和港澳台记者在北京及周边城市参观采
访活动等。

十九大新闻中心主任胡孝汉介绍说，新闻中心

从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两个方面提高服务水平。
如大幅增加了记者工位，由十八大新闻中心时的
46个增加到170个；同时，大幅提升信息保障水
平，媒体通信区由2个增加到4个；互联网宽带由
100兆提升至1000兆；网络接口由36个增加到
218个；服务区、办公区和发布厅免费WIFI全覆
盖；宽带上网由4兆带宽提速至20兆带宽。

十九大新闻中心还开发了境外记者报名注册
审核系统和采访代表申请审核系统，并新增融媒体
访谈室服务，满足媒体记者融媒体报道需要。此
外，新闻中心还提供移动式交互信息服务，记者可
以通过新闻中心微信公众号实时咨询、了解新闻中
心服务内容和措施，及时、便捷地掌握相关资讯。

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本报记者赵小军报道 10月
11日，市委书记戴征社、市长尉俊
东带领市发改、规划、水务、国土等
部门相关负责人，深入子洲、绥德
两县调研指导灾后重建工作，强调
灾后重建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
两县重新发展的新契机，要明确统
一思想，牢固树立以民为本原则，
坚持科学规划引领，加快相关政策
措施落实，扎实有序全面推进灾后
重建工作，努力建设生态、宜居、现
代、文明的新子洲、新绥德。

调研中，戴征社、尉俊东先后
来到子洲县苗家坪镇河堤工程、双
湖峪街道办林场村三县供水工程、
县城中心大街排洪工程和绥德县

五里湾分洪洞以及军民桥、体育
场、剧院灾后重建项目建设现场，
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况，现场协调
解决存在问题，要求坚持高标准、
高要求、高质量原则，全力以赴抓
好灾后重建项目建设。

在听取市发改委、子洲县、绥
德县灾后重建及市上各相关部门
工作进展和灾后重建重点工作情
况汇报后，戴征社对灾后重建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搞好灾后
重建是关乎子洲、绥德作为革命老
区和贫困县的发展问题，也直接影
响两县能否到2020年同步够格进
入全面小康社会，各级领导干部要
统一思想，把灾后重建作为两县重

新发展的重大机遇，科学做好两县
城乡统筹规划、专业规划和重大工
程规划等，把谋划好的事情一件一
件有序推进。

戴征社强调，要牢固树立以民
为本发展原则，进一步突出工作重
点，加快重建进度，重点解决好受
灾群众安全过冬、防洪抗洪能力提
升、灾后重建与县城以及新农村发
展统筹规划等问题，推动灾后重建
工作有力有序开展。要加强领导，
全力支持，特别是涉及到重大问题
要及时进行科学论证，市上相关部
门也要全力做好灾后重建项目支
持工作，同时要统筹做好资金筹措
和管理工作，确保重建各项政策落

地落实。子洲和绥德两县要发挥
主体作用，积极调动几大班子成员
参与推进灾后重建工作的落实。

尉俊东要求，要切实增强工作
紧迫感，加快工作进度，及时主动
争取上级在规划、政策和项目建设
等方面的支持。要远谋近做，加快
规划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推进重大
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政策落
地、资金筹措等工作，特别是要积
极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建设，确保全
面尽早完成灾后重建任务。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春
临，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雷正西，
副市长马秀岚等一同调研并参加
汇报会。

戴征社尉俊东在子洲和绥德调研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

统一思想以民为本科学规划
扎实有序全面推进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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