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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名州”绥德今年将全面
实施“夺取脱贫攻坚、灾后重建和
红色教育基地建设三场攻坚战新
胜利，实现县域经济新跨越，塑造
城乡发展新形象，共建人民群众美
好新生活，彰显绥德文明和谐新形
象”的“五新”战略，着力抓重点带
全局，强优势补短板，以推动幸福
和谐美丽新绥德建设迈上新台阶，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以脱贫攻坚、灾后重
建和红色教育基地建设
为总牵引，夺取三场攻坚
战新胜利

绥德将脱贫攻坚作为全县首要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按照抓
产业促增收、抓政策促落实、抓基础
促达标的总要求，坚持真扶贫、扶真
贫，确保2.69万贫困人口脱贫，26个
贫困村出列，贫困县高质量高标准
如期“摘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按照《绥德县“7·26”特大洪涝
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方案》，统筹调度
资金力量，分年度实施总投资82.7
亿元的73个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今
年重点完成24个新建续建项目，坚
决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任务。

全面打造以革命历史纪念馆、
毛主席旧居、地委旧址纪念馆、绥师
纪念馆、郝家桥革命旧址、薛家渠革
命旧址等馆址为支撑的绥德红色教
育基地，启动建设绥德革命历史展

览馆，全力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以促进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为重点，实现
县域经济新跨越

绥德今年继续实施项目带动
战略，全年安排重点项目共5大类
124个，总投资315.4亿元，年度计
划完成投资76.66亿元，力促全县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适度扩
大山地苹果、核桃、中药材等特色产
业规模，提升芝麻蜜香瓜、小杂粮、红
枣品质，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
殖，做大做强做精特色农业品牌。
同时，以省、市、县三级59个现代农
业园区为载体，发挥典型样板示范引
领作用，将创新现代农业园区打造
成全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实施年度

投资25.46亿元的12个项目，大力
提升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打造有绥德特色的工业产业体
系，力争今年新增规模以上企业1
户、限额以上企业5户，培育大中型
果品贸易企业1家。坚持以物流园区
建设为载体，重点发展以镁合金为主
的新材料工业、新能源产业，重点抓
好镁合金、风电、光伏等建设项目。
同时，推动绥德“传统制造”向“现代
制造”升级发展，狠抓石雕产业园和
农副产品加工园建设，努力提高附加
值，拉长产业链、提升加工转化能力。

坚持以文化旅游拉动第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思路，以创建全国旅
游示范县为目标，加快景区景点开
发，加大旅游项目建设力度。同时，
围绕“绥德小吃”“民俗风情文化”

“红色教育基地”等特色优势，鼓励
社会多元投入，促进文化产业和服
务业繁荣健康发展。（下转第七版）

我市2017年以群众体育广覆
盖、竞技体育创佳绩、体育产业增
效益为重点，多措并举，改革创新，
不断厚植体育事业发展基础，营造
和谐健康榆林，号召全民共享运动
快乐，体育工作取得新突破，为驼
城生活注入了无限活力。

全民健身共享快乐
纵使寒冬腊月，在美丽的驼

城，你也能感受到全民健身的激
情如火。健身大军中有老年人也

有年轻人，跑步、打太极拳、踢毽
子、跳广场舞……全民共享运动
快乐，已成为驼城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为促进全民健身与全面健康
深度融合、体育与健康生活方式融
合，我市认真贯彻落实《榆林市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2016—2020
年）》，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努力提
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我市广泛开展了全民健身系

列活动，举办榆林市直机关《国家
锻炼标准》培训及达标赛、“舞动
榆林”广场舞大赛、榆林市首届太
极拳比赛等 228 次赛事活动，组
队参加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各项比赛。同时，结合“清爽
榆林旅游月”，围绕榆林地域特
色，重点开展了男子篮球、太极
拳、广场舞、沙地越野车、沙地铁
人三项等群众喜爱、参与度广的
赛事项目。

同时，加强全民健身组织网络

建设，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社会体
育指导员、全民健身站点的作用，
把各类体育组织的触角向农村乡
镇延伸。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种
类、覆盖城乡的基层体育组织网
络，2017年上半年批复成立了6个
体育社团组织。积极完善国民体
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服务体系建设，
建成2处高标准的国民体质监测
站，完成了2.1万余人次的免费测
试任务。

（下转第七版）

本报记者高苗报道 4月14
日，榆阳区2018年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暨轻工产业园开工奠基仪式
在榆林汽车产业园举行。

2018年，榆阳区确定重点项
目110个，年度计划投资总额达
175亿元。此次集中开工的24
个重点项目涉及能源化工、现代
服务业、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投
资体量大、经济效益高、带动能力
强，对提升产业层次、增强发展活
力、改善社会民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其中，轻工产业园总占
地面积730亩，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榆阳区轻工业发展规模小、分
布散、经济效益低以及节能减排
压力大等突出问题，对于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加速新型工业集约化、构建
现代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榆阳区政府负责人表示，将积
极帮助项目业主单位加快手续办
理，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全力做好施
工环境保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榆阳区轻工产业园开工奠基
占地730亩，24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上周，百姓问政平台共收到
网民投诉、咨询、建议、求助、感谢
五大类1001条问政帖文，日均百
条以上，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加
大宣传力度，提升了群众知晓率，
问政帖文数量逐日上升。其中有
效问政帖文619条，经问政编辑
室逐条审核之后已全部转办给了
相关答政部门。

“满意！非常满意！问政后
的第三天相关部门就把钱悉数退
回了。感谢这个平台！”百姓问政
编辑室上周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
对网民问政的有效帖文进行满意
度回访时，常女士欣喜地说，自己
日前在平台上求助，两年的独生
子女保健费没有到账。榆阳区航
宇路街道办事处收悉此帖文后，
分管计生的领导和乡企城社区第

一时间共同进行核实调查，随后
将常女士的300元独生子女保健
费全额退回。

日前，榆林日报记者对近几
个月网民关于答政部门满意度评
价较高的市住建局进行采访，并
采写了《市住建局积极开展百姓
问政答政工作》稿件。同时，针对
网民在平台上反映，城区新建路
北方医院门口因车辆排队进出导
致拥堵，建议将北方医院迁至方
便市民的区域及红山恒安路制革
厂家属院附近空地有人焚烧不明
物体导致空气污染问题，榆林日
报记者进行了线下追踪报道，分
别刊登《榆林市中医医院将迁至
东沙》《村民种地烧秸秆 居民“闻
烟”生“怨气”》稿件。

此外，榆林广播电视台记者
根据网民在平台上反映横山区南
大街的农贸市场垃圾成堆问题，
通过实地走访报道，播出了《横山
一市场内垃圾成堆 监管清理同
步进行》。

群众知晓率上升
问政日均过百条

李江江

绥德“五新”战略让幸福更有质感
本报通讯员 张东红

运动，让驼城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赵娜 徐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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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省政府办公
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
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
消费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
未来陕西将在全域旅游、乡村旅
游、“旅游＋”产业融合等6方面
发力，促进旅游消费提速升级、旅
游产业提档升级。

《意见》指出，要大力实施全
域旅游发展战略，加快创建全域
旅游示范省，重点建设17个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30个省级旅游
示范县、150个旅游特色名镇；在
乡村旅游方面，未来将打造陕西
乡村旅游“十百千”品牌，实施乡
村旅游富民工程并开展乡村旅游
后备厢专项行动，推出陕西“热购
旅游商品”名单，支持有条件的重
点村利用已有资源建设旅游电商

平台；在“旅游＋”产业融合方面，
大力推进“旅游＋交通”“旅游＋
生态”“旅游＋文化”等多产业融
合发展之路，启动建设沿黄工程，
打造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文化
旅游新坐标。我省还将重点建设
一批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重大项目
和重点城镇，打造一批具有红色、
绿色、科技、生态、养老等特色的
体育旅游小镇。

《意见》还指出，陕西将支持自
驾车旅居车营地建设；培育低空和
水上旅游消费市场，打造以秦岭、
黄河、渭河、汉江、沙漠为主题的精
品航线；鼓励社会资本开发以秦岭
北麓为主的温泉休闲旅游精品线
路和产品，重点打造以西安、咸阳
为核心的温泉旅游圈。

（据《陕西日报》）

我省出台《意见》促进旅游消费提速升级

打造黄河沙漠等为主题的精品航线

“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
才能吸引更多外资。”习近平主席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
主旨演讲上的这则比喻，生动阐释
了优化投资环境对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重要性，释放出吸引外资从政策
优惠向环境改善转变的强烈信号。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
树木。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政策
鼓励为主的吸引外资方式，中国蜕

变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之一。过去5年间，引进外资措施再
升级，从注册审批制改备案制到削
减限制性投资措施，投资环境持续
改善。外企创造了我国近一半的对
外贸易，外资亦从“中国号”快车上分
享到巨大红利。合作共赢、美美与
共为“中国引资样本”写下鲜明注脚。

居安思危、赢时思变。我们同
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

转换、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
“要素红利”逐步让位于“创新红
利”，对外资的需求亟须从量向质转
变；国际经济深刻变革，一些国家正
通过资本回流实现“再平衡”与“再
工业化”；周边市场人力资源比较优
势日渐凸显……不管从哪个角度
看，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是
新情况所迫，也是新阶段发展所需。

优化投资环境，要在法律制度

和管理体制上提供坚实保障。清理
废止与大方向大原则不符的法律、
修订完善产权保护法规、加强同国
际贸易规则接轨，有些骨头硬但必
须要啃；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加大开
放力度。扫除制度拦路虎企业才
能吃下定心丸。（下转第七版）

扩大开放，从优化投资环境开始
新华社记者 刘敏

百家言

发放良种
4月12日，定边县在贺圈镇

纪畔村举行苏陕扶贫协作项目马
铃薯、红花荞麦良种发放仪式，按
照每户马铃薯良种390斤、红花
荞麦良种60斤的发放标准，为该
村60户贫困户提供优质种子，根
据协议价格，此次农用物资补贴
共计20万元。

该项目是江苏省宝应县和定
边县结对帮扶的一项农业合作项
目，总计投资317万元，涉及杨井
镇短涧子村、白泥井镇梁湾村和
贺圈镇纪畔村三个村的126户贫
困户。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农业实
用技术培训会，发放了农业书籍
资料。

本报通讯员夏晶摄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及
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为加强对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行为、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线索的
举报受理工作，自2018年4月15日起，国家安全
部开通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网站www.12339.
gov.cn，接受组织和个人的举报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可通过登录该网站，对发现的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
安全行为的情况线索进行举报，也可以拨打全国统
一的举报受理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
机关将依法受理举报信息并对有关组织和个人依
法举报的行为予以保密。对举报属实、为维护国家
安全作出积极贡献的，国家安全机关将予以奖励；
如借举报名义故意捏造、谎报情况或诬告他人的，
妨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或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
的，国家安全机关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国家安全部
开通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