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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记 者 马 蕊 摄 影 报 道
压饸饹、擀杂面，送灶神、转九曲、
大秧歌，唢呐、说书，凉面、碗饦、黄
馍馍……农历腊月二十三的绥德郭
家沟村热闹非凡，让游客体验到了
别样的民风民俗，这标志着2018

“我在绥德过大年”活动拉开帷幕，
活动将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持续
到正月二十三，为期一个月。

据了解，去年首届“我在绥德
过大年”活动的成功举办，使该县
文化旅游产业蒸蒸日上，不断发展
壮大。2018“我在绥德过大年”活
动本着“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群众
参与、文化惠民”的工作思路，对榆
林民风、民俗、民情进行集中演绎，
让陕北民俗的别样风情得到全景
式、全方位展示。绥德县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围绕建成“全国文化
强县、国家黄河公园中心城市、西
北旅游名县、陕北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等，依托独特的四大文化、原生
态的民俗传承、品种繁多的特产小
吃等地域资源，将采取多层次多领
域推进、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等
方式，着力开展全域旅游、全国旅

游示范县创建活动，强化品牌建
设，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着力提升
绥德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让“绥

德旅游”这一品牌更红、更亮、更
响，让文化旅游产业成为推动精准
脱贫、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大动力。
图为2月8日，2018“我在绥德

过大年”活动在郭家沟村启动。

让“绥德旅游”品牌更红更亮更响

2月1日中午，靖边县东坑镇毛
窑村文化广场很热闹：老人们在广
场边缘的运动器材上扭扭腰、摆摆
腿，悠然自得；大姑娘小媳妇们广场
舞、大秧歌一曲接着一曲跳，不亦乐
乎；还有几个放了寒假的半大小子，
坐着滑板从广场一侧一条有些坡度
的水泥路上一次次冲下，虽然时常
会人仰马翻，却乐此不疲……好一
幅安宁祥和的安居乐业图。

“有人真心真意地帮，发展的
路子有了，日子好了，心里自然就
高兴了。”在爽朗的笑声中，已成功
摘帽的闫月梅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讲出了近四年来毛窑村村民，特别
是贫困户们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和精神、物质双提高的变化。

从提升基础设施做
起，为全村发展注入动力

“一个户数超 1000、人口过
4000 的大村。电力设施严重不
足，部分小组夏秋两季只能通过轮
流供电来解决电力供应。部分农
户家中照明灯泡亮度不足，电视机
和其他家用电器无法正常使用，农
业设备应用的动力电更是无从谈
起。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和
祖辈们一样，仍在饮用含氟量较高
的水……”

到现在，毛窑村第一书记、市委
办驻村工作队队长、市党务信息化

办公室主任庞泽华，仍能清楚记得
2014年入驻毛窑村不久，通过多种
形式认真了解村情后所撰写的《靖
边县东坑镇毛窑村驻村联户扶贫工
作调研报告》中的内容。

于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成
了驻村工作队要搬走的第一块“绊
脚石”。

毛窑村的1100户村民分布在
41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这给
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根本改善带来
了不小的困难。经测算，仅是解决
用电问题就需架设高压线 13公
里，改造低压线路20公里，安装变
压器13台，项目预算资金为193万
元。经过驻村工作队与市、县两级
部门多次协调沟通，毛窑村电力改
造工程于2014年10月动工，并于
2015年8月全部建成，这为毛窑村
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虽然毛窑村的土地面积不小，

但在2015年之前，耕地面积却不
多。当动力电的问题得到解决后，
短短三年中，全村新增耕地面积超
过 1.2 万亩，全都是高标准的水
地。“有了电就可以打井灌溉，每家
每户都增加了8至10亩不等的水
地，地上种植的作物也从之前经济
价值较低的玉米、土豆、杂粮等开
始向萝卜、辣椒等蔬菜发展，种植
面积逐年增加，效益比以前好很
多。”村委会主任贾向君说。

电不再成为全村发展的拖累
的同时，毛窑村的人畜饮水问题
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全
村超过80％的农户已实现管网入
户，其余农户也实现了安全饮
水。从自来水水管中一点一滴流
淌出的是毛窑村村民们的幸福生
活，更是市委办驻村工作队队员
们的辛勤汗水。

（下转第二版）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
系统工程，意义重大，势在必行。全市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视频会议要求,要从榆林
改革发展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出发，强化市县
乡“三级联动”，同心协力、克难攻坚，确保各项政
策措施落细落实，从根本上优化营商环境。

“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使全市营商环
境和竞争力指标达到国内先进地区水平。”我市
吹响了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号角。目标已明确，
关键在举措，检验在成效。

强化市县乡“三级联动”。上下联动，攻坚克
难，将“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要尽快形成市
级统筹、上下联动的服务网络，市县乡三级联动、
整体发力，横向推进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资
源共享，纵向推进市县乡三级政务服务中心互联
互通，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地区远程办理、跨层
级联动办理、跨部门协同办理和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让数据资源多跑路、企业和群众少跑腿，用公
务员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企业
的“发展指数”。市县乡同步建立政务大厅，一次
设计到位，分步推动实施，彻底打通“最后一公
里”，千方百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良好服务。

加大督查考核问责力度。要完成改革任务，
必须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有效的监督，决不允许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只喊不动。要年初建账、年中
查账、年底交账，特别是充分用好“三项机制”，从
严管理干部，实现干部“优者上、庸者下、懒者受
处分”，特别是对干部入股煤矿、干扰企业经营的
严肃查处、坚决打击，切实规范市场秩序，规范行
政权力的运行。各级干部要坚决摒弃“一亩三分
地”思维，自觉把各项工作融入到全市“放管服”
改革大局之中来思考、谋划，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境界担当，立长效机制、收长效之功。我们要
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强行优化环境，倒逼干
部转变作风，推动工作落实。

落实细化责任确保实效。任务线路已确定，
就需要不折不扣的责任落实来确保改革取得实
效。要尽快成立市县推进“放管服”改革领导小
组，针对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常态化研判，及
时解决，推动落实；抓紧研究出台榆林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把目标和责
任具体化，进一步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县区、落实
到园区、落实到基层。相关部门要加强联动、各
负其责，确保各项改革协同配套、扎实推进；各县
市区要建立完善的配套改革机制，积极探索、主动作为，确保“放管服”
改革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要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用政府的
“痛”，激发市场的“活”，换取群众的“爽”，强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我市实
现“三大目标”、落实“两个更大”要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责编/呼东荣 编辑/张富强 美编/高苗 统校/郭婷婷

2017年县市区、市属园区招商引资资金到位情况通报
单位：亿元

单 位

榆阳区
横山区
神木市
府谷县
定边县
靖边县
绥德县
米脂县
佳 县
吴堡县
清涧县
子洲县

榆林高新区
榆神工业区
空港生态区
东沙新区
合计

备注：1.本通报公布的数据依照省上考核年度指标的截至时间，即2017年11月31日为止；
2.省外项目资金实际到位532.5亿元，其中县市区、开发区完成511.05亿元，由省市统计部门反馈我市完成交通、电力等跨区域省外投资21.45亿元。

省外资金到位
实际完成
88.95
47.13
84.13
62.59
58.85
61.53
5.75
5.03
20.12
2.54
2.97
3.57
28.11
38.62
1.08
0.08

511.05

完成率
103.4%
117.8%
110.7%
111.8%
122.6%
128.2%
115%
100.6%
100.6%
101.60%
118.8%
102%
70.3%
51.5%
72%
8%

省内资金到位
实际完成

36.8
22.92
41.45
12.43
13.8
17.7
2.75
2.36
4.35
1.5
1

2.73
15.69
2.83
0.25
0

178.56

完成率
230%
127.3%
230%
88.8%
98.6%
104.1%
183.3%
157.3%
217.50%
100.0%
67%

182.0%
156.9%
56.6%
16.7%

0

西洽会签约项目资金到位
实际完成

31.7
1.75
16.5
6.97
6.9

21.98
2.03
2.92
0.39
0.99
2.01
1.05
6.1
7.48
1.08
0.1

完成率
161.70%
12.50%
41.25%
37.84%
47.30%
127.80%
23.60%
69.50%
4.33%
33.00%
167.50%
15.00%
57.28%
105.50%
72.00%
10.00%

本报记者张富强报道 日
前，市纪委开展在高档小区或写
字楼“一桌餐”接受吃请问题专项
治理，制订下发实施方案，严查严
控“四风”问题隐形变异；与查处
利用机关或企业食堂、内部宾馆
和培训中心等场所违规公款吃喝
相结合，进一步压缩奢靡享乐问
题存在的空间，坚决防止“四风”
回潮复燃。

“一桌餐”是指由私人住宅改
造，不对外公开营业，仅为少数特
定人员提供餐饮娱乐服务，具有

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
欢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举报。
举报电话：（0912）12388
举 报 网 站 ： http：//

shaanxi.12388.gov.cn/yulin
微信公众号：

市纪委集中开展“一桌餐”专项治理
欢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举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记者郝彦丰报道 榆
林国际煤炭暨能化装备技术博
览会重磅升级！2月12日，记者
从市贸促会获悉：将于今年举办
的第13届榆林煤博会首次荣列
中国国际商会2018年度主要活
动，这也是今年我省唯一入选的
活动。

中国国际商会是全国会展
行业的指导机构，也是国际性、
国家级会展的主办单位，在全球
商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促进
中外经贸交流、国际经贸规则研
究推广和国际商事仲裁等诸多
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日前，该

商会2018年度主要会议、论坛
及出访团组计划出炉，其中“境
外活动”项目43个，“境内活动”
项目23个。从目前已确定的活
动名称和举办地点来看，榆林煤
博会是陕西唯一入选的活动。

榆林煤博会从2006年开始
举办，已成功举办了12届，成为
榆林市煤炭生产企业与国内外
大型能源企业、煤炭科研机构、
煤机制造企业等相互接触、相互
交流、相互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行
业盛会，被业界人士誉为国内煤
炭及能源工业行业展会中的第
一品牌。

榆林煤博会首次荣列
中国国际商会2018年度主要活动
是今年我省唯一入选活动

毛窑村里变化大
本报记者 宋炜

贫困户数量从101户下降到22户，村民人均纯收入上升到15000元，基础设施、
村容村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驻村联户扶贫到脱贫攻坚，市委办的
真心帮扶使我们看到——

本报记者张富强报道 据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国
函〔2018〕16号文件显示，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呼包
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将呼包鄂榆城市群培育
发展成为中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

国务院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
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推进
生态环境共建共保，着力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着
力创新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着力引导产业协同发
展，着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努力提升人口和

经济集聚水平，将呼包鄂榆城市群培育发展成为中
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

国务院批复要求，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人民
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实施方案，深化细
化配套政策措施，确保目标任务如期完成。《规划》
实施中涉及的重大事项、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按规
定程序报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研
究制定支持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
在有关规划编制、体制创新、重大项目建设、优化行
政区划设置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国家发展改革
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协调指导，加强对《规划》实
施情况的跟踪分析，适时组织开展《规划》实施情况
督查评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批复同意《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
将其培育发展成为中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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