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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第十三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
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开幕。本届煤博会
汇集了肯纳金属、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兖矿
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还有国内外能源化
工领域众多专家学者、领军人才。这是航拍
第十三届榆林煤博会主题室外展区一景。

据了解，榆林煤博会自2006年开办以
来，坚持立足国内、面向全球，全方位开展交
流合作，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
升，成为展示国内外煤炭能化产业新技术、
新装备、新工艺的重要窗口，成为促进企业
厂商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杨彬摄

煤博会——

俯瞰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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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的绵绵秋雨过后，陕北
高原的空气瞬间凉了下来，阵阵
轻风吹来，让人不经意间便打起
寒颤。

9月2日，与往常一样，吴堡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郭家沟镇下
山畔村的第一书记郭晨琛早早起
床，为新一天的扶贫工作开始忙
活；与往常不同，这一天他要格外
抓紧，逐户排查雨后村民生产生活
的安全隐患……也就是这一天，郭
晨琛在扶贫路上不幸发生车祸，将
自己28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脱贫攻坚的路上。

用实干诠释不忘初心
今年5月30日，魁梧挺拔、阳

光帅气的郭晨琛第一次出现在了
下山畔的村委阵地。但在他看来，

“四支队伍”和村民们却似乎对他
没有报太大希望，为此他暗下决心
用行动证明、用成效说话。

简单收拾了一下办公室，郭
晨琛便一头扎进工作中，翻资料、
看数据、查问题、找短板……当晚
郭晨琛一夜未眠，他深知自己是

“三农”工作的“门外汉”，摸透政
策、理清思路成了他必须要上的

第一课。次日一早，他就骑上摩
托车走在了坡陡弯急的山路上，
带着问题这家进、那户出，笔记本
上则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贫困户的
收入来源、致贫原因、脱贫对策等
信息。“相信自己能以实实在在的
扶贫行动，对家乡人民贡献一份
爱心。对我的选择无怨无悔。”内
心热血涌动的郭晨琛在工作日志
中这样勉励自己。

经过和“四支队伍”的研究讨论，
郭晨琛将下山畔村的贫困“病因”归
结为“四贫”——基础贫、思想贫、人
才贫、金融（资金）贫。（下转第七版）

本报见习记者李志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获
悉，我市2019年度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续保工作启动，参续保
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至12月
20日。符合条件的参保居民，可以
家庭为单位在户籍所在办事处或县
市区医保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2019年度城镇居民医保的
缴费标准为：居民个人缴纳220
元，其中享受低保待遇人员或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人员
个人缴纳100元，重度残疾人员、

“三无”人员及孤残儿童参续保费
用由政府全额补助，个人不缴
费。凡符合参保范围的城镇居
民，应参未参保或中断参保两年
及以上的均须补缴前两年度全额
费用（含个人应缴和政府补助部
分），中断参保一年的须补缴相应
年度全额费用（含个人应缴和政
府补助部分）。

我市2019年度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续保工作启动

本报见习记者马露露报道
9月12日，2018年“塞上环保世
纪行”活动进入采访阶段。

按照活动安排，采访团由市
人大环资工委、市环保局及榆林
传媒中心3个单位的相关人员组
成，将先后到全市12个县（市、区）
进行采访报道，活动为期13天。

据了解，采访团将采取与大气

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我市空
气、水体、植被、土壤四个方面的环
保突出问题和全市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提出的十四项攻坚战任务及
其他重点治理项目，进行实地走访
和会议座谈，及时反馈采访情况并
提出整改要求，进一步提高“塞上
环保世纪行”的质量和水平。

2018年“塞上环保世纪行”
进入采访阶段

本报记者郝彦丰报道 我市
召开中办督查组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推进会以来，榆阳区认真贯彻
落实省、市有关会议精神，把抓好
整改落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以“三个注重”扎实整治干
部作风，力求问题整改各项工作
见人见效。

注重抓结合，聚焦重点领域，
列出责任清单。将干部作风问题
排查整改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整改巡视巡察反馈问题相结合，与
打好“三项攻坚战”、优化营商环
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相结合，与
贯彻“三项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强化干部日常监督管理、抓好
领导班子和干部研判相结合。在
全面排查整改基础上，聚焦监督执
纪问责机关、干部监督联席会议和
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15个重
点责任单位，专门列出职责任务

清单，增强问题排查整改针对性。
注重抓整改，开展专项行动，

立行立改问题。开展清查整治违
规借调和擅自脱岗人员专项行
动，第一阶段督查76个单位，对排
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8月
底限期整改到位；9月上旬启动第
二阶段督查和整改落实“回头
看”，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掩盖
问题、整改不力的单位予以问责。

注重抓落实，围绕改进作风，
提升服务质量。榆阳区委常委会
专题研究区政务服务中心“三集
中、三到位”工作，限期整改落实
了8个单位及审批事项进驻不到
位问题。该区专项工作组实行

“日结日清、事不过夜”，第一时间
督办整改了上级交办、自查摸排
和群众举报的突出问题。针对营
商环境监测发现的短板，实行挂
号督办，限期整改到位。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蒙华铁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
工程、头号极高风险隧道——阳
城隧道9月6日贯通，为蒙华铁
路按时通车提供了保证。

阳城隧道位于陕西省靖边
县，属于毛乌素沙漠向黄土梁峁
过渡地段，全长7108米，最大埋
深约213米，为单洞双线隧道。
阳城隧道围岩以第四系砂质新黄
土、富水砂质黄土等为主，全部是
软弱围岩，被称为软弱围岩的“地
质博物馆”。

中铁十七局蒙华铁路项目部

经理陈自明介绍，如果把隧道施工
看作是开凿窑洞的话，那么土质越
牢固稳定性就越好。而阳城隧道
土质松软，承载力低，极易发生坍
塌等事故。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
开凿出一条隧道，难度可想而知。

蒙华铁路年规划设计输送能
力为2亿吨，是目前世界上一次
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和国内
规模最大的运煤专线。建成后的
蒙华铁路，在完善区域路网布局，
促进华中地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建设与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 （据新华社）

本报记者葛蕃报道 第十三
届榆林煤博会召开期间，9月13日
上午，主题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
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中国
（榆林）—“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
作对接会在榆举行，旨在搭建榆林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交
流合作平台，在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中担当榆林使命，展现榆林作
为，开创新时代榆林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市委副书记钱劳动主持，省贸

促会会长薛华、副市长张胜利分别
致辞；俄罗斯奔萨州副州长别斯巴
洛夫·瓦列里致辞；省商务厅副厅
长王宏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
怀智，朝鲜煤炭工业省高级官员全
正水、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馆公使衔
多赞马克·卡青戈等出席。

毛里求斯驻华大使李淼光、格

鲁吉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瓦西
里、越南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丁光
松等作交流发言；哈萨克斯坦BRB
集团总经理努古玛拉夫·胜吉斯以
及北元化工集团董事长刘国强等
嘉宾作推介发言。

张胜利在简要介绍榆林市情
后指出，我市正致力于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特色旅游线、世界一流高
端能化基地、全国知名现代特色农

业基地、中国西部发展开放高地，
将全面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
补，共享“一带一路”发展红利；榆
林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来榆投资
兴业、共赢发展，我市将营造有利
于企业家施展才华、有利于企业加
快发展的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和政
策环境。

（下转第七版）

中国（榆林）—“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对接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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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9月 13
日，榆林煤博会期间，陕北能源化
工创新发展座谈会举行。会议组
织国内能源化工方面的知名企业
家和专家，就榆林建设世界一流高
端能源化工基地创新发展、高端化
发展献计献策。

市委书记戴征社，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李金柱出席并讲话。市政协
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贾正兰主持。

戴征社通报了榆林市情，介绍

了市委、市政府建设世界一流高端
能化基地的战略思路、实战举措、
重点任务、支持政策和目标成果，
向与会人员传递了榆林建设世界
一流能源化工基地的信心和决
心。他说，当前榆林进入了高速发
展机遇期，全市上下形成了高质量
发展的共识，希望科研院所和大中
专院校及专家、教授、企业家坚定
信心，强化合作，引进国际国内一
流的发展理念、产业技术、管理经

验，把煤化工向石油化工对接，全
面延长产业链，提升榆林能源化工
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全力推进
榆林能化产业高端发展。

李金柱说，榆林能源化工发展
进入了新时期，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高端能化发展“总方略”具有系统
性、前瞻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能
源化工战线上的专家、学者、企业家
要加强与榆林合作，使榆林煤化工
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陕北能

源创新中心要加快能源化工科技创
新研发步伐，担负起助推榆林建设
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基地的使命，更
好地助力榆林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党组副书
记韩建国、中煤科工集团专家王金
华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苏三庆等省内部分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的主要负责人，省内能源化工
知名企业负责人就榆林建设世界
一流能源化工基地作了发言。

陕北能源化工创新发展座谈会举行
戴征社李金柱等出席

用生命诠释初心
——追记吴堡县下山畔村第一书记郭晨琛

本报通讯员韦江江 辛亚娥 李晓娜

蒙华铁路头号极高风险隧道
阳城隧道贯通

榆阳区

“三个注重”扎实整治干部作风

编者按
今年以来，我市打开了脱

贫攻坚新局面，全市贫困发生
率已下降至 5.73%。成绩的背
后，是全市上下的艰苦努力，各
级扶贫干部奔走在脱贫攻坚最
前线，吴堡县下山畔村第一书
记郭晨琛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
生命。他坚守在扶贫工作第一
线的事迹，受到当地群众的一
致好评，为吴堡县乃至全市干
部群众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