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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榆林市脑肾病医院搬迁的公告
榆林市脑肾病医院现已并入榆林市中医医院。从即日起，市脑肾病医

院原院长郭补林主任医师坐诊处已由南大街60号变更到新建南路（盐市中

巷）市中医医院名医门诊部三楼，望广大脑肾病患者及时调整就医计划，以

免给您的就诊带来不便。祝您身体健康！

联系方式:东院办公室 7991020

郭补林 13347488303 18049332080

榆林市中医医院

2017年12月6日

本报通讯员李泓江报道
“快来！榆林市纪委诚邀您参与
对全市143个单位政风行风进行
微信评议！”

市纪委借助微信传播速度
快、覆盖范围大、受众面广的特
点，采取微信评议方式，评议143
个单位在履行职责、依法行政、作
风建设、政务服务中是否存在吃
拿卡要、刁难群众、收受红包、推
诿扯皮、生冷硬推、不作为、慢作
为等“四风”问题，以及是否存在
违规收费、执法不公、以权谋私、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贪污腐
败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借助微信“评议”，提升群众参
与评议的积极性，能够较真实地反
映被评议单位的社会满意度情况。
市纪委设置了“投诉举报”板块，方
便群众在评议的同时，提出意见建
议或投诉，为被评议单位改进工作
提供必要依据，倒逼改进工作作风。

据悉，这次政风行风微信公众
号评议分为综合管理、执法监督、
服务窗口、金融机构和学校医院五
个序列。广大市民关注“榆林市党
风政风监督”微信公众号后，即可参
与政风行风评议，评议时间从12月
8日开始至17日结束，活动期间一
个微信账号每日可评议一次。

全市143个单位的政风行风
市纪委邀您微信评议

本报记者高苗报道 12月5
日，2017年第八期榆林大讲堂在
市委会议中心举行。江苏省科技
创新协会会长、国家知识产权专
家咨询委委员、江苏知识产权研
究院院长朱宇，为我市干部作“建
设知识产权强国，助推经济转型
发展”专题报告。

在榆全体市级领导，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副秘
书长，市直部门副县级以上领导干
部，县（市、区）分管科技工作的县级
领导干部，县（市、区）科技局局长、
科技局业务干部，市科技系统干部，
共约6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春临主持。
报告会上，朱宇从创新驱动

与知识产权、世界各国的知识产
权发展经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助推产业转型发展、江苏的知识
产权工作实践和做法等方面给大
家上了生动而富有启发的一课，
并就榆林如何加强知识产权工作
给出了建议。朱宇认为，榆林正
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
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运
用，促进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各
相关部门需要加大资源和资金的
投入，建立联动机制，共同推进榆
林知识产权工作迈上新台阶。

2017年第八期榆林大讲堂举行

十五年，五千多个日日夜夜，
足以让一个新生儿成长为一个朝
气蓬勃的少年。

十五年，国家科技部倾情倾力
帮扶国定贫困县——佳县，积极投
身脱贫攻坚实践，无私奉献老区人
民，先后派出14届科技扶贫团，共
有13位优秀干部蹲点挂职、500多
人次深入一线指导工作，累计实施
科技扶贫项目35个，投资4346万
元，帮助引进人才210名、技术150
余项，举办培训班305次，培训4万
人次……

自2002年将佳县确定为定点
帮扶县以来，科技部立足佳县产业
优势和资源禀赋，多方筹措帮扶资
源，推动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助力佳县红枣、白绒山羊、小杂粮
等主导产业实现长足发展，农民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为佳
县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
做出了重要贡献。

拓宽枣农“致富路”，
打造全产业链模式

11月21日上午，在冬日暖阳
照耀下，61岁的贺冯考和妻子正在
自家院子里清洗晾晒好的干红枣，
随后他将清洗干净的红枣倒入发
酵桶内，并按照一定比例加入温
水、白糖、酵母后进行密封发酵。

“在适合的温度下发酵20至25天
就可以蒸馏出酒了。”贺冯考说。

贺冯考是佳县木头峪镇王宁
山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里两口
人，靠种植枣树为生，去年全家收
入还不到2000元。然而没有什么

文化的贺冯考，却是一把酿酒的好
手。去年底，科技部免费提供设备
和技术，教他酿红枣酒，在多次培
训和反复的试验后，贺冯考掌握了
酿酒工艺。

“家庭酿酒非常方便，成本低，
收入好，销路也不愁。”贺冯考说，
通过签订协议，村里合作社以每斤
15元的价格进行收购，今年光卖酒
就收入了1万多元。“如今不出门
就能有这么多收入，在以前可是想
都不敢想。”

据了解，去年以来，科技部通
过红枣精深加工项目，在佳县示范
推广红枣原浆酒生产技术，为全县
503户贫困户免费发放小作坊酿
酒设备，并请专家上门指导。通过
这一酿酒技术，红枣附加值由每斤
1至2元提高到5至10元。

红枣是佳县第一支柱产业，也
是农民主要的农业收入来源。对
此，国家科技部以扶贫项目实施为
牵引，围绕佳县的红枣产业技术创
新做文章，通过项目实施带动了
599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同时，全力打造红枣全产业链
模式，提升产业的增收带动作用，
带领佳县成功申请泥河沟村千年
枣园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为佳县红枣打上世界级的文
化标签；邀请山东大学分析佳县红
枣的营养成分，并开发枣多糖制备
技术，为佳县红枣贴上了营养保健
的标签；通过建立标准化的红枣矮
化密植基地、研究避雨防裂果技
术、试验矮化丰产技术等，形成红
枣增产提质技术体系。

（下转第七版）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
奋蹄。

2016年，我市各类产业园区以
占地 0.94%的面积，产出了占全市
37.64%的工业产值。从第一个产业
园区落地到现在，23年的建设与改
革，以高新区、榆神工业园区为龙头
的“两区多园”在塞北大地开花结果。

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产业转
型升级的新使命，榆林在周边区域
如何脱颖而出？如何在全省实施

“五新”战略中作表率？发展的目光
依然要向产业园区聚焦，发展的动
能依然要由产业园区积聚和释放。

产业园区要成为项目和资金
集聚的洼地。目前，全市产业园区
规划土地面积2954平方公里，已利
用 409 平方公里，仅占 13.8%；“十
二五”以来，全市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投资总额370亿元，一大批“三通
一平”项目完工。2016 年，包括高
新区、榆神工业园区在内的全市28

个副县级以上产业园区实现招商
引资 291 亿元，占全市的 46％，但
是，其中12个园区招商引资为零。
产业园区招商引资的主体作用没
有体现出来。而土地与基础设施
的大量闲置，正是产业园区招商引
资的巨大空间与潜力所在。产业
园区要搁置体制机制和权责问题
争议，从充分利用项目落地的“硬
环境”、全面提升吸引投资的“软环
境”入手，增强招商引资工作的主

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园区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增不减、招商
引资工作力度只增不减、重大项目
建设速度只增不减。

产业园区要成为技术创新的
高地。在榆林，兰炭产业的形成、煤
制油技术的产生、煤油共炼的诞生，
都依托于产业园区的承载。建设高
端能源化工基地，走产业集群化、产
品高端化的路子，技术革命是必不
可少的前置条件。（下转第七版）

产业园区是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
张杰

为脱贫注入科技“基因”
——国家科技部帮扶佳县十五年纪实

本报记者 闫景

“预备，跑！”12
月 1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榆林卫校南侧
的公路上，随着裁判
员一声令下，榆林某
幼儿园的上百个家庭
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亲
子马拉松比赛。当
天，在凛冽的寒风中，
父母和孩子互相加油
鼓劲，圆满完成3公
里的跑步路程，体验
了健康运动的快乐。

杨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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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12月5日电（记
者李亚楠） 陕西省教育厅、财政
厅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落实好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政策的实施意见》，为陕西
省内43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县
的乡村教师提供平均每人每月
400元生活补助。

据了解，此次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实施范围为陕西省内43个国家

集中连片特困县所属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学校在编在岗的乡（镇）、村
和教学点教师，不包括县城所在地
学校教师。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是否纳入实施范围由各市、县
（区）自主确定，并承担所需资金。
平均补助标准每人每月400元，一
年12个月。所需资金由市、县自
主落实，省级统筹中央奖补资金按
照50%的比例予以补助。

我省特困地区乡村教师获生活补助

新华社西安12月6日电（记
者张斌 李力可） 6日 8时22
分，随着首趟动车组列车——西
安北至成都东D4251次列车缓
缓驶出西安北站，西安至成都高
铁正式开通运营，千年来阻隔我
国西北西南的秦岭天堑被贯通，
蜀道难成为历史。

西成高铁全长658公里，运
营时速达250公里，是我国第一
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也被称
为“中国最穿越高铁”。

西成高铁设西安北、阿房宫、
鄠邑、佛坪、洋县西、城固北、汉
中、宁强南、朝天、广元、剑门关、
青川、江油北、江油等 14 个车

站。开通初期，将安排动车组列
车19对，西安至成都的最短旅行
时间压缩至4小时7分。年底实
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后，将安排动
车组列车62对，两地间最短旅行
时间将压缩至3小时27分。

专家认为，西成高铁的全线
贯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西部高铁
网络，成都、重庆、西安三城之间
的铁路行程被缩短到 1至 5小
时。至此，经济总量1.7万亿的
重庆、1.2万亿的成都、6000余亿
的西安实现了更加紧密的互联互
通，“西部黄金三角”从概念走向
现实，我国西部由此迈入“城市集
群”发展新阶段。

西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感谢电力部门把电线改好，
我们以后用电再也不愁了，冰柜、
电磁炉都能放心用，可给我们农民
办了件大事。”米脂县桃镇小寺则
村71岁的刘振荣，提起今年村里
新升级的电网满口叫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
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
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
设。随着近年来村民生活质量的不
断提高，电磁炉、家用抽水泵、粉碎
机等小型电器设备不断添置，对电
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过去的电网已
不能满足村民的发展需求。针对这

种情况，陕西地电米脂县供电分公
司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加大
对贫困村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从解
决最紧迫的问题着手，积极推进农
村电网建设，将小寺则等38个贫困
村优先列入项目储备库中，并于今
年5月22日开始对小寺则村进行
农网升级改造。针对该村现状及用
电特点，采用了“小容量、多布点”的
措施，新增10千伏线路0.72公里，
新增30千伏安变压器1台，更换下
户线5.85公里，将原有老式电表更
换为智能集抄费控表，做到了电量、
电价、电费三公开、三透明，为小寺

则村的发展送去了“致富电”。
“我算是村里的用电大户，家里

各种电器都有，没改电前，电压不稳，
好多电器都带不起来，有时候说停电
就停电了，冰柜里也不敢多放东西。
自从改过之后，各种电器随便用，都
能带起来，一点也不影响。”谈起改造
前后的变化，刘振荣颇有感触。

像小寺则村这样享受到农网
改造成果的村子在米脂县还有很

多。据了解，目前米脂县共有农村
电网改造工程项目27个，涉及28
个贫困村，开工率达 85%以上。
2018年计划投资715万元进行农
网升级改造，项目将涉及6个乡镇
47个行政村，惠及更多农户。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农
网改造升级工程将成为贫困村脱
贫攻坚的‘加油站’。”米脂县供电
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温培杰说。

米脂农网改造“电”亮农民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予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