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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梁家河 筑梦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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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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作为 新篇章

现有一待建集运站，位于准朔线（鄂尔多斯准旗至山西朔州铁
路线）鄂尔多斯准旗境内。该项目手续齐全，土地证已办；位置优
越，处于准旗煤田腹地。有意者请联系：刘总 13327070808(手机)

无实力者请勿扰。
内蒙古巾铁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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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集运站转让公告

人间六月天，正是酷暑炎热
时，而塞上驼城，满目绿意，清凉沁
心。从城里到乡下，老树郁郁葱
葱，新绿勃勃生机，空气清新，环境
优美。伴随着榆林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的步伐，这样的“绿色福利”，
老百姓们将会享受到的越来越多。

绿色是城市的生命力和竞争
力，国家森林城市是目前我国对一
个城市在生态建设方面的最高评
价。2016年，我市高屋建瓴地作
出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决定。
经过积极争取，国家林业局同意我
市从2017年启动创建工作，并将

我市列为国家西部干旱半干旱沙
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试点予以
示范带动和技术支持。

榆林创森，意义重大。这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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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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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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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欣慰的是，榆林当前“创
森”基础条件雄厚。据统计，榆林
目前森林覆盖率达到33％，建成区
绿地面积2061.01公顷，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37.67％，人均公园绿地
16.66平方米，全市城乡主要绿化
指标已达到或接近国家森林城市
评价标准。

（下转第七版）

本报通讯员宋艳霞报道 6月
5日，由国家能源集团神朔铁路
分公司牵头，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研制的重
载铁路智能电分相装置在神
朔铁路顺利投用，实现在该领
域的全球首创，使线路运能提升
2000万吨，提升8%以上，标志着
中国轨道交通牵引供电技术取得
重大进步。

铁路“电分相”是牵引供电系
统的最薄弱环节，列车需断电通过，

对牵引力和速度损失、列车冲击、电
气设备寿命等带来诸多影响。

该装置综合了大功率电力电
子、符合国际SIL4标准的安全计
算机、列车智能识别与逻辑控制
等多项先进技术，使换相失电时
间由原来的130毫秒缩短至30
毫秒，开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1
年提高至20年，中性区由原来的
1100米缩短至200米，设备平均
无故障时间由原来的1万小时提
高至10万小时。

全球首创！重载铁路智能电分相装置投用

新技术使神朔铁路运能提高8%

市体育局
本报记者赵娜 通讯员刘攀

伟报道 连日来，市体育局组织全
体干部开展学习《梁家河》读书活
动，掀起了市直体育系统党员干部
学习践行“梁家河精神”的热潮。

全体干部通过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梁家河知青生活的奋斗历
程，一起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与
梁家河群众同甘共苦、顽强拼搏的
奋斗故事，深刻感悟了“人民情怀，
党性信仰，知识品格，吃苦奉献，责
任担当，自强不息”的梁家河精神。

市体育局要求全体干部要把
学习梁家河精神学习成果转化为
提高觉悟、促进工作的动力，立足
本职，心系群众，全面唱响“阳光
榆林、阳光体育”主旋律，利用“体
育＋”理念，努力做好全国第十四
届运动会拳击比赛和陕西省第十
七届运动会承办工作，致力打造
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地方品牌
赛事，扎实推动“一县一品”精品
赛事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赵小军报道 6月9
日至11日，市委书记戴征社带队
到福建、江苏、山东考察对接项目，
强调要引进先进技术，深化对接合
作，不断推动榆林煤化工产业向高
端发展，加快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
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路子。

在福建永荣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江阴澄星集团，戴征社考
察了企业智能化生产车间，与企
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产品分类、产业布
局、技术研发等情况。他要求努
力找到石油化工与煤化工融合
发展的结合点，在煤炭转化、油
气产能、生产服务、终端产品等
方面开展合作，开发出更多高附
加值、终端化产品，引领榆林传
统煤化工向高端化、精细化的现
代煤化工方向迈进。

山东信发集团是国内大型地
方热电厂，电解铝、碳素和密度板
生产基地，公司把传统产业做到
精细化，低端产业做到高端化、智
能化，注重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循
环经济，形成了最具产业规模和
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率先在全
国同行业中成功实现了热电平
衡、铝电双赢的最佳产业模式。
戴征社仔细询问企业生产工艺、
技术水平等情况，希望双方围绕

煤电一体化、热电联产、铝电联营
和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展开合作，
着力提高榆林煤就地转化率，推
动榆林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发展。

戴征社指出，加快推动榆林高
端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提升榆林能
源化工产业发展水平，是新时代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落实省上将榆林建设成为世
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和《关于
支持榆林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现
实要求。榆林资源、区位、技术优
势凸显，希望与沿海地区优质企业
加强沟通合作，着力发展精细化

工，延伸产业链，推进榆林煤化工
优势项目向高端水平看齐。榆林
将组建专门班子，制定特殊优惠政
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企业到榆林投资兴业，加快榆林推
动高端能化建设步伐。

（下转第七版）

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6月12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老干局、市
委讲师团、市文明办、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妇联组织的全市“新时
代新气象新作为”百姓宣讲活动
在榆林启动。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为隆重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力营造
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本次宣讲将
紧紧围绕“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主题，在全市广泛开展宣讲活动。
宣讲队伍由党的十九大代表、专
家学者、劳动模范等组成。

宣讲队伍将以真人、真事和
真情实感，讲深讲透改革开放40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
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讲好在改革开
放大潮中的生活变迁和奋斗故
事，展现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实际行动和良
好风貌。其中，全市直接开展示
范宣讲不少于20场；各县市区深
入基层宣讲不少于30场。宣讲
队伍采取广泛的面对面宣讲，还
将利用网络和新媒体，进行网上
宣讲，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宣讲，
营造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百姓宣讲活动在榆启动

宣讲改革开放40年来伟大成就

让城市“住在”森林里
——榆林全力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本报记者 郝彦丰

戴征社带队赴福建江苏山东考察对接项目时强调

引进先进技术深化对接合作
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发展

本报记者张富强报道 日前，省政府对2017
年度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先进县（市、区）进行了通
报表彰。其中，神木市、府谷县、靖边县上榜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分列第二、第三、第四位；
子洲县、清涧县获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
奖，分列第五、第七位；榆阳区位居城区经济社会
发展争先进位奖第五位；定边县入选现代农业强
县第三位。

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监测考评办法〉的通知》，经综合考评，确定
2017年度“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是韩

城市、神木市、府谷县、靖边县、彬县、三原县、岐山
县、兴平市、城固县、汉中市南郑区（原南郑县）；
2017年度“陕西省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五强区”是西
安市雁塔区、碑林区、未央区、莲湖区、长安区；
2017年度“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奖”
获得者是华阴市、合阳县、延长县、镇坪县、子洲县、
太白县、清涧县、潼关县、子长县、柞水县；2017年
度“陕西省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奖”获得者
是西安市高陵区、临潼区、鄠邑区、阎良区，榆林市
榆阳区；2017年度“现代农业强县”是周至县、礼泉
县、定边县、乾县、洛川县。

神木府谷靖边上榜
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
榆阳子洲清涧获争先进位奖，定边获“现代农业强县”

6月9日，市委书记戴征社在福建永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考察。

6月11日下午，米脂县银州
街道办事处高西沟村党支部组
织党员学习纪实文学《梁家

河》。因该书供应紧俏，村里从
办事处暂时只领回一册。提前
到场的党员们兴致勃勃地围在

村支书姜良彪（右三）身边看着
他翻阅介绍此书，以先睹为快。

本报记者郝彦丰摄

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今年以
来，市发改委为强力推进驻村帮
扶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充分运用

“三项机制”，激发驻村干部主动
作为，勇于担当，踏实干事，确保
驻村帮扶取得实效。

精选干部。市发改委党组按
照市委组织部、市扶贫办关于调
整驻村人员的通知要求，积极优
化调整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员，在今年驻村人员选派方面坚
持“五个标准”，即政治坚定、综合
素质高、协调能力强、基层经验丰
富及有为民情怀。采取个人自愿
报名、党组综合酝酿的办法，优中
选优，优中选强，切实做到了选派
干部精准。

鼓励激励。为了让驻村帮扶
干部能够安下心、蹲得住、有动
力，市发改委制定了驻村干部激

励措施，将选派的1名副科长确
定为正科级领导后备干部，1名
科员确定为副科级领导后备干
部。对驻村帮扶工作实绩突出、
群众满意、年度驻村帮扶考核为
优秀等次，圆满完成脱贫“摘帽”
任务的队长和队员，将按照“三项
机制”的规定，予以直接提拔使
用，极大地调动了驻村帮扶干部
的工作积极性。

全力保障。为了让驻村干
部驻村踏实干事，安心工作，市
发改委对驻村扶贫干部的吃、
住、行等方面予以全力保障。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
驻村干部提出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结合部门职能，帮助驻村
干部为贫困村跑项目、争资金、
争政策，确保脱贫“摘帽”任务
圆满完成。

市发改委“三项机制”
激发驻村扶贫干部新活力

先睹为快先睹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