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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边县

通过全省县域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工作考核验收

本报通讯员白凌燕报道 10月24日，省县域节
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验收考核组来到靖边，对该县节水
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进行考核评估。

考核组先后到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的工作间、净化厂、包装间以及东坑镇、水政水资源
监控室，详细了解节水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
座谈会上，考核组了解了靖边县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的
主要做法、存在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考核组对靖边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认为靖边县不断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实施节水减
排工程，创建了一批高水平的节水型载体，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符合达标验收标准。

政策解读

榆林就业创业扶贫政策问答
16.我市对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进行技能培训有

什么补贴？
答：允许各类合法合规教育培训机构开展贫困劳

动力就业技能培训，鼓励其在贫困村、乡（镇）开办培训
班，就地就近培训贫困劳动力，各类合法合规教育培训
机构对贫困劳动力进行就业技能培训，享受培训补贴
政策不受定点培训机构和最低课时规定的限制。技能
培训机构应在每期开班前向当地人社部门备案，由县
市区人社部门按照榆政财社发〔2017〕83号文件确定
补贴标准。培训结束后，技能培训机构向人社部门申
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不受规定受理期的限制，人社、
财政部门应在15个工作日内（含公示时间）完成审核
和补贴发放工作。

17.在贫困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政策
措施？

答：①加强贫困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结合“农民
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计划”，重点加强贫困劳动
力就业技能培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参加就业技能
培训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不超过1800元的职业培训
补贴；

②适应市场需求分类实施培训。支持培训机构在
贫困人口集中的乡镇、行政村开设培训点或培训班，引
导企业在贫困县建立劳务培训基地，对贫困劳动力就
地就近进行就业技能培训。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对贫困
劳动力开展订单定向培训。加大贫困地区劳务品牌建
设支持力度，组织贫困劳动力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劳
务品牌培训；

③职业技能学历教育培训向贫困劳动力倾斜。组
织优质技工教育资源院校，与贫困地区有入学愿望的
贫困劳动力对接，实行定向招生。在技工院校全日制
学习的贫困家庭子女，享受国家资助政策，年龄可放宽
至25岁。生源为贫困家庭子女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参
加技工教育，可缩短学习时间，中级工班实行1年制培
训计划，纳入就业技能培训管理范围，按规定享受职业
培训补贴。

（榆林市就业创业脱贫办公室供稿）

“峁涧村变样了！驻村工
作队来了以后，帮助我们硬化
了村委会阵地，在东寨、沙渠村
小组安了2台变压器，接了600
米的高低压线。”说起驻村工作
队，靖边县天赐湾镇峁涧村村
党支部书记白文祝如数家珍。
峁涧村位于靖边县南25公里
处，地处白于山区腹地，辖8个
村民小组，主要以种植荞麦、玉
米和洋芋等传统农作物为主，
村民整体经济收入水平较低。
全村共有贫困户11户28人。

“工作队没来以前，各个村
小组的村组道路全是土路、沙
路，摩托车都骑不过去，修路以
后就方便多了。”白文祝口中的
工作队就是由李丰、高贾连、王
瑞、拓生4人组成的靖边县公用
事业管理局驻村工作队。

一切从实际发出、一切为
了农民，靖边县公用事业管理
局驻村工作队驻村以来，与村

“两委”一起努力为贫困户解决
实际困难，因村、因户、因人制
定切实可行的脱贫计划，开展

帮扶工作。
针对村民曹仕国致贫的原

因，工作队对其进行了产业扶
持，帮助曹仕国入股红盛小杂
粮合作社，年保底分红 1000
元，还帮助他办理新农合、大病
保险及免费家庭签约医生服
务。“春天，工作队还给我送了
洋芋种子、化肥。现在新盖的
房子就差装修了，好了就可以
住，我老汉再不用在土窑洞里
凑合了！”曹仕国感慨地说，工
作队帮扶帮到了他的心坎上。

本报通讯员郭婵报道 10 月 21 日，吴堡县
宋家川街道办事处辛庄中心社区残疾人王保应
家里来了“特殊的客人”。原来是县残联工作人
员得知他的轮椅不好用了，为他送来新轮椅。

今年 39 岁的王保应 5 年前瘫痪，不能站立
行走，言语不清。县残联之前为他免费赠送了
护理床和一辆轮椅，由于他经常锻炼，轮椅磨损
变形严重。县残联的工作人员在获悉情况后，
主动上门，为他送上了一辆崭新的轮椅。

近年来，吴堡县残联以“为残疾人办实事、
解难题、送真情”为宗旨，积极组织街道各社区
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调查工作，摸清残疾
人辅助器具的需求底数，及时为残疾人送去辅
助器具。

本报见习记者李志东报道 “利用
专家工作站政策优势吸引进站专家，有
效缓解了医疗高端人才成长周期过长、
单纯培养无法满足医院和我市快速发
展需要的突出矛盾，为推动我市医疗行
业整体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建设进
行了有益尝试和积极努力。”市第一医
院院长冯丙东说。2009 年 12 月 20
日，为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促进医院专
科发展，榆林市组建了全市首个医疗专
家工作站。工作站设在榆林市第一医
院，以一院现有学科为依托，面向全国
招贤纳士，搭建共享平台。医疗专家
工作站正式建站以来，坚持贯彻市委、
市政府人才发展优先理念及各项相关
政策，以引进国内外、省内外学科带头
人，填补市内技术领域空白、带动全市
整体医疗技术进步为重点，面向国内
外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联系开展多形
式、多渠道合作，定期邀请知名专家来
榆坐诊、讲学。在让群众足不出户享
受国内顶级专家医疗服务的同时，也
给一院的医务人员提供了及时了解、学
习国内外最新医疗动态和先进医疗理
念的宝贵机会。

2016年，专家累计来院145人次，
完成门诊挂号累计1095人次，参与查
房355次，完成专题讲座、疑难病例指
导、论文指导、术中指导等各项授课活
动累计128次，完成各类手术指导共计
57台次；2017年，专家累计来院139人
次，完成门诊挂号累计1042人次，参与
查房373次，完成专题讲座、疑难病例
指导、论文指导、术中指导等各项授课
活动累计135次，完成各类手术指导共

计91台次。
市第一医院医疗卫生专家工作站

利用市第一医院的医教科研综合型用
人单位优势，积极贯彻人才政策和体制
机制创新要求，切实加强对拔尖创新人
才、急需紧缺人才、战略性后备人才的
培养力度，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为凝
聚人才，市第一医院建立了国家级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市医学专业在职
硕士、博士研究生教学基地，职工技能
培训中心以及中心实验室，为专家工作
站人才培养、临床教学、科研等开展提
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和平台条件。

接下来，市第一医院将继续通过医

疗专家工作站平台，加强对外协作，广
泛开展国内外定向人才的交流与培养，
以专科协作为纽带，提升疾病救治能
力。不断创新人才引进工作思路，在市
内开创性提出高端人才引进和技术团
队整体引进相结合的全新人才引进模
式，探索建立“育才、引才、留才、用才”
的长效机制，积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通过专家
工作站平台建设一批有特色的优势学
科、重点专科，快速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健全临床教学体系，完善人才培养，创
造科研氛围，重点培育科研人才，促进
医疗、教学、科研有效连结，综合协调发
展，全面提升综合实力。

“扶贫先扶智。2018年，学校结
对帮扶，落实‘双百工程’，在扶智的路
上寻找到了最有效的路子，让‘智’落
地生根，留在最需要的地方。”说起榆
林学院的扶贫工作，榆林学院扶贫办
负责人刘葵说。

在扶智的路上，如何把“智”留
下，一直是榆林学院扶贫过程中考虑
的重中之重。针对这一问题，学院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调研，认真讨
论，与对口帮扶的绥德县共同商讨解

决办法。
10月19日一早，榆林学院生命

科学学院动物科学专业副教授冯平、
教师张骞一如往常，驱车100多公里
到绥德县义和镇西直沟村养羊合作
社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养殖户们早
早地就等在养殖场：羊子不舒服，但
病症不是很明显该怎么处理？病症
出现，药的用量该如何把控？服药期
间的护理工作该怎么跟上？药是直接
喂还是添加在草料里，哪种用药方式

效果更好……这些问题其实两位老师
已经讲过，但养殖户们在操作过程中
还是会反复问。冯平说：“扶智不能急
功近利，是一个长期且反复投入的过
程。我们的集中培训每周都会有，相
关的书籍也买了，药也送到了乡亲们
的手里，用量制成小卡片也一并发了
下去，但是问题出现时养殖户们还是
希望我们在旁边给他们支持。”

从整地、选苗、补水、施肥到修剪、
授粉，再到防冻防病，每个环节榆林学

院教授艾海舰都详细列出要求，多达
128道。他带领学生在田间地头操
作，手把手地教，农户全程参与。不但
让农户知道了怎么做，还让农户知道
为什么这样做和这样做的有效方法、
步骤、参数和结果。艾海舰说：“扶智
工作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更
需要的是耐心和化繁就简的能力。如
何让这些方法、知识、技术能留在农户
的心中并转化成生产力，这是我们要
努力的方向。”

让“智”落地生根
——榆林学院扶贫扶智工作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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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帮到心坎上”
本报通讯员 白凌燕

王保应家来了“特殊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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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专家来一院坐诊（资料照片）

陕西省肿瘤医院专家杨怡萍（左）现场指导（资料照片）

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举行第29个延安精神纪念日活动

领悟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
本报实习生李雨恒报道 10月26日，市延安精

神研究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共同举行第29个
延安精神纪念日活动。

活动邀请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星亮作了
“延安精神与改革开放”的专题报告。报告从根本指
向、思想引领、坚强基石、力量所在、历史结论五个方面
阐述了弘扬延安精神对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开展的重要
意义。

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全体会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干部职工、市老年大学、市艺术团、榆林学院等单位
和学校的2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聆
听这次报告使他们更深刻地领悟了延安精神的深刻内
涵和时代价值，加深了对延安精神的思考与感悟。

李博调研
市区重点场所创文工作

本报见习记者陈静仁报道 10月29日，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李博调研市区重点场所创文工作。

李博先后到汽车南站、中国农业银行新建路支
行、世纪广场、古城农贸市场、榆林学院、火车站、苏
庄则，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
重点场所创文氛围营造、公益广告宣传、环境卫生整
治、基础设施完善等情况，指出各场所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之处，现场协调解决，要求相关负责人正视问
题，限期整改。

李博强调，我市创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相关
单位负责人要齐心协力，认真研究创文测评标准，对存
在问题要及时发现，对标整改；要从严从细，把工作落
实到位，以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创文工作。李博要求，各
部门在工作中要做到四个全面：全面参与，全面推进，
全面整改，全面提升，确保创文工作顺利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