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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卖荞麦，我们卖种子”

提及天赐湾镇是如何与荞麦
优良品种结缘时，蔡文秉讲了这
样一个故事。“在上世纪70年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柴岩教授来
到靖边，从当地种植的红花荞麦
中精中选优，倾心 30 多年精心
培育出了荞麦优良新品种甜荞
种子——西农9976和西农9978、
苦荞西农9940。之后为了选择合
适的种植地，柴岩教授四处考察，
精心挑选，最终选定了地势高、通
风好、光照足、无污染的天赐湾镇
（当时为乔沟湾乡，后并入天赐湾
镇）。从此，天赐湾镇就与荞麦优
良种子结下了缘。”蔡文秉讲道。
最初，柴岩教授只选用了1000亩
耕地进行荞麦优良新品种繁育、
种植与推广，成果喜人。从2011

年开始，该镇许台村全村都开始
了推广种植。“也就是在这一年，
我成立了红盛小杂粮专业合作
社，引入西农9976、西农 9978等
荞麦优良新品种，决心要把这里
的荞麦种子打造成为一个品牌。
别人卖荞麦产品，我们就专门卖
荞麦优良种子。”蔡文秉说。

打造荞麦新品种繁种基地

2013年，红盛合作社与柴岩
教授签订了“专家指导与帮扶企
业”的合作协议书，同时也得到了
靖边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大力支
持，免费发放5000亩的荞麦新品
种种子，荞麦种植面积进一步规模
化，形成了共1.1万亩的“荞麦新品
种繁育基地”“荞麦高产创建百亩
核心田”和“农业部荞麦万亩高产
创建示范基地”。现在，合作社种

出的荞麦大部分以荞麦种子对外
销售，深受国内其他荞麦种植区种
植户们的青睐。而除去外销种子，
剩余荞麦被深加工为荞麦米、荞麦
面、荞麦糁子和石磨苦荞面粉等产
品进行销售，也深受市场欢迎。“如
今，我们正在以靖边为中心，打造
荞麦新品种繁种基地，要向全世界
种植荞麦的地区销售我们的荞麦
种子。”蔡文秉自信地说。

荞麦种子变成“致富种子”

“我们不仅要借力天赐湾镇生
产出来的荞麦优良品种发展特色
农业，还要充分发挥合作社在资
金、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和示范作用，带动当地农民致富。”
蔡文秉说。为了让荞麦产业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让荞麦种子变成

“致富种子”，红盛合作社采取了多

种形式来帮扶贫困户。今年，合作
社与镇上17户贫困户签订了贫困
户入股协议，贫困户以政府发放的
10000元产业扶贫资金入股，每年
可以得到1000元分红。“我们还在
贫困户自愿的前提下，与他们签订
代种回购、原粮代加工帮扶协议。
代种回购就是免费为贫困户提供
荞麦新品种，等收获后，合作社再
以每公斤高于市场价0.5元到1元
的价格全部收购贫困户的荞麦原
粮。原粮代加工也是在为贫困户
免费发放种子的基础上，合作社按
成本价为他们的荞麦进行产品加
工和包装，由贫困户自己销售。”蔡
文秉说。

“我今年种了40亩荞麦，合作
社以高于市场价收购了我的荞麦，
加上还有1000元的分红，今年我
多收入了7000元。”贫困户孙晓东
乐呵呵地说。

本报记者强继霞报道 临
近岁末，人流物流急剧增加，再
加上受冬季极端天气影响，道路
交通、烟花爆竹安全风险加大，
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明显增
多。近日，我市安排冬季安全生
产工作，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
故、专项整治、全面深化隐患排
查治理、“打非治违”等方面进行
部署。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要
结合冬季安全生产工作特点，立
即组织开展冬季安全生产大检
查，深入细致地排查煤矿、道路
交通、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建
筑施工、特种设备、油气管线、城
市燃气、电力、民爆物品、消防、
旅游等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重点强化民

生领域的安全保障工作，立即对
矿区企业职工集体宿舍、建筑工
地留守人员、城乡结合部出租
屋、农村居民等用煤、用电取暖
安全进行集中排查，切实消除事
故隐患，严防煤气中毒、火灾等
事故发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
措施上，要按照《榆林市防范和
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要
求，健全安全责任、风险防控、
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监管监察
四个体系，突出抓好分级分类
管控，强化安全防范措施的落
实，有效预防和减少一般事故，
遏制较大事故，坚决杜绝各类
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全面深化隐患排查治理
方面，要对今年以来各类问题隐
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望”活动，
对未整改到位的企业进行上限
处罚。对省、市挂牌督办的事故
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对
未完成整改的，要加快整改进
度，确保年内整改到位；对年内
不能完成整改的，必须严格落实
防范措施，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12 月中下旬，结合年度安全生
产目标任务考评，将对各县市
区、各部门隐患治理情况进行全
面核查，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单
位将加倍扣分，由此引发安全事
故的，将从重从严追究相关单位
和责任人的责任。

在“打非治违”上继续保持

高压态势，要紧盯“打非治违”
形势任务变化，以“零容忍”的
态度，严查重处各类非法违法
行为，全面规范我市生产经营
建设秩序，确保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平稳。

在扎实做好岁末年初各项
工作的同时，要对今年安全生
产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梳理
和回顾，查找薄弱环节，及时固
强补弱。各级安监部门要结合
冬季安全生产工作特点，认真
组织开展出行、用电、取暖、消
防等安全知识进企业、进学校、
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
庭、进公共场所的“七进”宣传
活动，全面提高全民事故防范
和自救能力。

本报通讯员屈媛媛摄影报道
12月 1日，神木市正在开展应急
救援演练。

为了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神木市利用首个《安全生产
法》宣传周集中开展《安全生产
法》学习咨询、警示教育、应急救
援演练等活动。当天，共发放
3000余本安全知识手册，现场咨
询人数近5000人。

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7年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要
点》要求，从2017年起，将每年12
月1日—7日作为《安全生产法》宣
传周，集中开展宣传活动。

我市安排部署冬季安全生产工作

重点强化民生领域安全保障

神木市开展首个《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

荞麦种子变成“致富种子”
文图/本报记者 赵娜

陕北有三宝，“荞麦、羊肉、地椒草”。荞麦，高蛋白、低脂
肪、维生素含量高，有营养学专家称之为“21世纪最有营养
价值的绿色食品”。在靖边县天赐湾镇有一张响当当的名
片，那就是荞麦种子。这里生产的荞麦种子，产量高、耐旱、
抗倒伏，早已在市场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与同类产品
相比，我们这里的荞麦种子在市场上总是供不应求，已远销
北京、山东、浙江、云南、辽宁等地。”靖边县红盛小杂粮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蔡文秉说。

那么，天赐湾镇的荞麦种子到底好在哪里？11月23
日，记者走进靖边县红盛小杂粮专业合作社，对这里的荞麦
种子一探究竟。 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粮食清选机对荞麦进行清选和筛分。

本报通讯员杜娜摄影报道
55岁的李春莲，不仅数年如一日孝
敬自己的老人，而且村里上年纪的
孤寡老人都是她关爱的对象，从
不叫苦叫累；63岁的张爱莲，四十
多年来与邻里和睦相处，没吵过
一次架、没红过一次脸，是远近闻
名的团结邻里典范；2015年被识
别为贫困户的张振宁，不等不靠，
依托各项扶贫政策，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发展山地苹果20多亩，养殖
羊子70多只，为脱贫致富打下了
良好基础，也为村上的贫困户树立
了自强自立谋发展的榜样……11
月28日，子洲县电市镇对评选出
的24名“电市好人”和4户“自强贫
困户”进行表彰奖励。表彰会上，
一桩桩、一件件先进事迹成为了大
家谈论的焦点，一个个先进更成了
村民争相效仿的典范。

子洲县电市镇

24名“好人”4户“自强贫困户”受表彰

本报记者魏丽娟报道 12月
6日，市政府召开全市重大能化项
目推进调度会，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李春临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靖边煤油气资源
综合利用一期项目填平补齐工
程、中煤榆林煤炭深加工基地项
目、兖矿榆林400万吨煤间接液
化项目、榆横工业区煤基芳烃项
目、延长石油榆神煤炭清洁综合
利用产业示范基地启动项目、陕
煤煤炭分质清洁高效转化一期项
目、神华榆林循环经济煤炭综合
利用项目一阶段工程等7个超百
亿元重大能化项目存在问题的汇
报，并现场协调解决。

李春临指出，7个超百亿的
重大能化项目，是我市促投资、促
转型的重点工程项目，也是全市
阶段性重大事项中的重点内容。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要夯实领导责任，

各负其责，协同配合，保证项目建
设过程中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
抓。要形成联动机制，各县市区、
园区要详细制定重大项目推进方
案，有计划落实进度；发改部门要
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跟踪掌握项
目进度和存在的问题，并加强沟
通联系，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和配
合；市国土、林业、环保、建规、水
务等业务部门，要做好对口协调工
作，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审批服务；
各业主单位要抓好投资计划落实
和项目进度，与政府部门加强协调
沟通，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要加
大督查检查力度，定期、不定期对
相关问题的协调、落实和办理情况
进行督查检查。要营造浓厚氛围，
紧盯目标任务，围绕具体问题和时
间节点，加紧谋划和落实指标项
目，对于已经落地的项目，要倒排
工期，撸起袖子加油干，做好今年
最后一个月的冲刺。

市政府召开重大能化项目推进调度会
李春临主持并讲话

本报记者郝丽娜报道 12
月6日，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人文
社科学院挂牌仪式在榆林财贸
学校举行。此次挂牌标志着榆
林财贸学校正式并入榆林职业
技术学院。

榆林财贸学校是一所有着
近60年光荣办学历史的中专学
校。在多年的办学历程中，积累
了一批丰富的教学资源，会计和
计算机专业成为陕西省名牌专
业，《会计基础》《财务管理》等课

程成为陕西省精品课程，在中省
市教学比赛和教科研论文发表
上获得多项殊荣，建设了一批重
量级的项目基地。2006年 4月
被陕西省政府评为省级重点中
等职业学校，2009 年被评为省
级“文明校园”，2011年被评为
省级“平安校园”。建校以来，曾
为榆林及周边地区培养全日制
会计、财政、税务、企管等专业人
才8500余人，社会培训财务类
人才5000余人。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挂牌

本报通讯员暴海雄报道 今
年，佳县共计投入资金1913万元
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这些资
金的注入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杠
杆作用，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保证
贫困户有稳定持续的收益，可实现
村集体及群众收益“双增”，有效盘
活了资金和农村资源。

其中，投入880万元在方塌等
乡镇，纪家畔等村建设分散式光伏
电站，总规模3000千瓦；投入310
万元在王家砭镇窑湾村新建冷库6

间；投入50万元在螅镇大庄村进
行土蜂养殖，带动贫困户36户；投
入50万元在木头峪镇王宁山村新
建养猪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
100户；投入30万元在通镇西山村
新建手工挂面加工厂，带动贫困户
72户；投入30万元在通镇向阳湾
村新建养驴场，带动贫困户96户；
投入20万元在峪口村新建豆腐加
工厂，带动贫困户79户；投入400
万元在全县16个贫困村成立了村
级互助资金协会等。

佳县1913万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通讯员贺潇宇报道 近
日，横山区波罗镇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专项巡查。

巡查主要针对发生在扶贫领
域虚报冒领、截留扶贫资金，扶贫
项目中是否有党员干部插手，村干

部是否有优亲厚友、挥霍浪费等违
法违纪行为。巡查采取明察暗访，
同时设立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
话。对发现的问题，建立专项台
账，实行销号管理，对巡查中发现
的违纪问题，实行从快从重处理。

横山区波罗镇

专项巡查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