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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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大学2018年陕西工商管理硕士（MBA)招生
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1996年经陕西省政

府批准建立，学院总部设在西安交通大学，延安
大学分设教学点。

陕西MBA学员实行弹性学制，学制2.5—
3年，学员利用周末时间集中学习，培养费为
36，000元。学员修完规定课程后，由陕西工商
管理硕士学院发给毕业证书和学历证明，学员
在省内单位晋级和使用时，与工商管理硕士同
等待遇。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现场信息确认与资格
审查两个阶段。网上报名时间为3月1日至4月
1日，考生可通过互联网登录陕西工商管理硕士
学院网站www.s-mba.com，按要求注册、填写
报名登记表、打印并完善相关手续；现场信息确

认与资格审查时间为3月24日至4月1日（温馨
提示：在网上报名过程中，报考教学点请填写延
安大学）。

笔试时间：5月27日，笔试地点：榆林市区
或延安大学；面试时间：6月16日，面试地点：榆
林市区或延安大学。为了满足广大学员需求，
由延安大学联系辅导考生参加陕西MBA考试，
并拟在榆林市区设班上课，欢迎广大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人员报考。

具体报考条件及相关内容见招生简章，详
情请垂询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联系电话：0911—2331828
0911—2332027
15596250008

三月，当柳树的枝头泛出鹅黄，
当小河的冰床融成溪流，当耕地的
沃土酝酿墒情，我们迎接新的春
天。这是季节轮回的春天，更是“三
农”再出发的春天。

3月12日，全市农村工作与脱贫
攻坚工作会议召开，中省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部署在塞北榆林
件件落实，新的市委一号文件，恰如一
粒“三农”的种子，播下了全市人民对
乡村振兴的热切向往、美好愿景。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在榆林，这个主要矛
盾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乡之间、南北
之间、工农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
分。看到萧条衰败的农村、萎缩弱质
的农业、衰老守旧的农民，每一个有农

村记忆的人都会触景伤怀，每一个有
责任心的人都会萌生改变农村的抱
负。是的，实现“三大目标”，加速追赶
超越，解决主要矛盾的迫切任务就是
振兴乡村，这是中省决策指导下榆林
的正确抉择，也是问题导向下的现实
需求，因为没有乡村的振兴繁荣、没有
农业的优质兴旺、没有农民的富裕文
明，“三大目标”就缺少了丰富的内容、
持久的活力和有力的支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发挥内
部与外部两个优势。10多年来，榆
林粮食产量保持在150万吨左右，马
铃薯、山地苹果、羊子等特色主导产
业走上升级发展道路。脱贫攻坚取
得明显成效，2017年又有6.11万贫
困人口稳步脱贫。农民增收渠道多
元，2017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1534
元，年均增长达到8％以上。一大批

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积极实施，以
榆阳区赵家峁村“三变”改革为代表
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在全面
推开，农业新功能新业态下的三次
产业融合发展蓬勃兴起，这些重大
成就和成功经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益借
鉴。此外，农业的外部量能正在加
速集聚，“十大战略问题”研究形成的
一大批物化成果多数惠及“三农”，转
型升级中的能源化工产业为以工哺
农开掘了“源头活水”、持续推进的振
南战略促动南部县“造血”功能不断
增强，民营经济转型进入“三农”领域
助推效果明显，还有充沛活跃的民
间投资、企业家的返乡创业情怀、企
村帮扶的多种模式、丰富厚重的多
元文化、传承几十年的治沙精神，都
为农业农村创业做好了能量储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率好、利用好
内外因素，因势利导，正得其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眼全局
与长远两个宏观。着眼全局，就是要
处理好城乡融合发展、南北协调发
展、工农互促发展的关系，破旧立新，
补短板、强弱项，促进发展的相对平
衡。着眼长远，就是要认识到乡村振
兴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要科学规
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追求速
度，不搞刮风运动，而是把阶段性目
标分解为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
行动，确保实现。如到2020年，就是
要瞄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脱
贫攻坚战，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特别是南部县，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
就是高质量脱贫，在巩固脱贫成果基
础上谋求更高水平的发展。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郝彦丰报道 3月 12日是
全国第40个植树节，我市召开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暨春季造林绿化动员大会。市委书
记戴征社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全市上下
要抓好当前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扎实搞
好春季造林绿化工作，全力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全面加强榆林生态文明建设。

省林业厅巡视员郭道忠出席指导会议
并讲话。市领导陈宁、杜寿平、张凯盈、李
文明、杨东明、王国忠等参加会议。市委常
委、副市长张海峰主持会议，副市长马秀岚
安排部署我市创建森林城市暨春季造林绿
化工作。

戴征社指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改善
生态环境是实现省委对榆林提出的“三大
目标”、推动榆林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
重要抓手。榆林矿产资源丰富与生态脆弱
并存的市情特点，决定了我们要妥善处理
好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这对矛盾，更加珍
惜生态环境，更加重视生态建设，更加提升
环境质量。我们要抓住国家生态建设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从中闯出一条新
路子，夯实绿色“家底”，为今后榆林长远的
生态修复、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戴征社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提高站位，进一步增强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理顺思路、突
出重点，全面推进新时代林业高质量发
展。要强化保障、加强管理，努力建立生态
环境治理的新体系。要抢抓时机、全民动
员，迅速在全市上下掀起植树造林的新高
潮，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把榆林建设成与
树为邻、林水相依的美丽家园而奋斗。

郭道忠表示，榆林“创森”意义重大，基
础雄厚，举行此次大会充分体现了市委、市
政府对林业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
全市上下加快建设现代林业的坚定决心。
希望榆林在创建过程中加强各相关部门之
间的协调，持续增加森林及绿地面积，并注
重提升质量，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马秀岚指出，今年全市林业工作要以
“四季常绿、三季有花”为目标，以落实“保治补”措施为抓手，完成营造
林60万亩，义务植树1000万株。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统筹谋划、及早安
排，精心组织、真抓实干，全面掀起春季造林高潮，确保完成全年造林绿
化任务的80％以上。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为抓手，坚定不移地推进绿色榆林建设。

会议还对全市造林绿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市林业
局、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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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记

详见第七版

本报记者郝彦丰报道 3 月
12日上午，我市召开农村工作和脱
贫攻坚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戴征社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
的新旗帜和总抓手，要认真贯彻中
央一号文件和中省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抓住战略机遇，突出工作重
点，强化关键措施，坚决打好脱贫
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榆林
落地见效，为加快高质量追赶超越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钱劳
动主持会议并总结部署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陈宁宣读市委、市政府
表彰决定，副市长马秀岚总结部署
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市领导杜寿
平、张凯盈、张海峰、李文明、张明、
王国忠等参加会议。

戴征社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
国家重大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
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榆林市情特点决
定的，是全市广大农民的热切期
盼，要提高政治站位，抓住战略机
遇，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榆林落地
见效。要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总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以打好脱贫攻坚战为底线，以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以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为载体，以深化农村改
革为动力，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为保障，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戴征社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是
一项系统工程，要突出工作重点，
以脱贫攻坚为首要、坚决打好脱贫

攻坚战，以环境治理为突破、扎实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要扭住产业兴旺这个重点，抓
好生态宜居这个关键，注重乡风文
明这个内涵，强化治理有效这个保
障，抓住生活富裕这个根本，开创
我市“三农”工作新局面。

戴征社强调，要强化关键措
施，抓好农村各项改革，增加投入、
抓点示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要加强组织领导，注重规划引领，
强化目标考核，营造浓厚氛围，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保障，
奋力谱写榆林“三农”工作新篇章，
为加快高质量追赶超越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钱劳动要求，今年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要务必抓早抓实，强化对标
意识，严格工作标准，突出精准要

求。要坚持分类指导，对各县区脱
贫攻坚工作统筹兼顾、分类实施，
确保整体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要切实抓好产业就业扶贫、住
房安全保障、脱贫政策落实、扬榆
扶贫协作、脱贫内生动力等重点工
作，强化力量配备、资金投入、落实
机制、工作作风等方面保障，坚决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马秀岚围绕特色效益农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综合改革、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脱贫质量提升
等内容对今年全市农业农村工作
作了部署，同时对春耕备耕生产、
动物防疫、植树造林、农田基建等
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

会上，榆阳区、榆林市友谊农民
专业联合社、市文广局驻绥德县寨
则山村扶贫工作队相关负责人及米
脂县脱贫模范户代表作交流发言。

戴征社在全市农村工作和脱贫攻坚工作会议上强调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为加快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初春的陕北高原，寒风阵阵，
凉气袭人。当记者来到位于毛乌
素沙漠边缘的陕西省榆林市榆阳
区采访时，感受到的却是“三变”
改革后乡村振兴的活力。

古塔镇余兴庄办事处赵家峁
村是率先进行“三变”改革的试点
村，如今是远近闻名的“明星
村”。村民赵卫军的“农家小院”，
二层小楼室内干净整洁，各种家
用电器一应俱全。他说，夏秋旅
游季节，他家可以同时接待3户
人家休闲住宿。“是土地流转提高
了效益，集体经济在发展的同时，
我们村民也得到了实惠。”

得益于土地集中连片带来的
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村民刘
开富承包了22亩流转土地，种植
果树和蔬菜，曾经荒秃秃的黄土
地，如今变成绿树成荫、果香四溢
的“花果山”。2017年他家的毛
收入有2.3万元，随着果树即将
进入盛果期，他家的“花果山”将
有更大的收益。

赵家峁村党支部书记张春平
说：“全村共有171户575人，之
前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
是远近闻名的省级贫困村。大家
住房都是老旧窑洞，做饭靠烧柴，
吃水也只能是地下水，耕地全部
是不到一亩的‘绺绺地’。”

张春平说，以土地折股流转、
村民自筹资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

“三变”改革是赵家峁由穷到富的
根本，其核心是“确权确股不确
地”：土地“确权”，即明确土地产
权归属，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村民“确股”，即科学设置股权种
类和持股比例，保证了农民基本
权益和未来发展；“不确地”，就是
确权之后，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集中进行流转经营，实现了自然
人经营向法人经营的根本转变。

今年1月18日，赵家峁村村
民凭股权证首次领到了合作社分
红共计100万元，人均分红1580
元，户均分红4504元。

（下转第六版）

荒坡坡成为“花果山”
——榆林“乡村振兴”改革见闻

新华社记者张伯达 刘彤
近日，神木各学校喜迎开

学季。沉寂了一个多月的校
园恢复了欢声笑语，教学楼
里、操场上又出现了孩子们奔
跑的欢快身影。这是神木第
四小学的学生们领到新书后，
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本报通讯员宋艳霞摄

新学期
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