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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晚，2018年陕西省“百姓健康舞”展演暨2019年“戴爱莲杯”群星璀璨人人跳全国舞蹈展演（陕西）选拔展演在榆举行。活动选拔出
的优秀节目将于明年参加在广东举行的最终比赛。

“戴爱莲杯”群星璀璨人人跳舞蹈展演形式为广场舞，这也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目前批准设立的唯一的全国性广场舞展演项目。活动中，来自
全省的13支舞蹈队伍先后登场，形式多样的舞蹈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文/本报记者闫景 见习记者李志东 图/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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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子昕杨凌报道 11月
7日，副省长魏增军来到第二十五届
杨凌农高会榆林展区乡村振兴馆察
看参展情况。

魏增军对榆林现代农业发展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榆林展
团在农高会上推出的特色优质农
产品称赞有加。他要求榆林要以
农高会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拓展
外部市场，向外界展示榆林现代农
业发展新面貌、新成果，积极追赶
超越。

本届农高会榆林展区乡村振兴
馆位于农高会脱贫攻坚馆D馆，展馆
面积165平方米。在造型设计上，选
取陕北地区特色民居窑洞为视觉传
达；在立意上，将创新农业为驱动的
星创小街地域特色产品分布展馆两
边，展示“现代农业看榆林”主题，突
出我市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本届农高会上，榆林展团活动精
彩，收获颇丰。截至目前，已成功签
约34个项目，总金额达42亿元。签
约项目涉及沙漠生态田园综合体建
设、山地苹果产业扶贫基地建设、有
机绿色小米基地建设、中药材产业、
黄芪深加工等领域。同时，榆林马铃
薯、山地苹果、大漠蔬菜、羊肉等七大
特色农产品备受关注，签约产品订单
已超3000万元。

市委常委、副市长马洪潮陪同。

我市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讲话精神”宣讲会

坚定不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高苗报道 11月7日，市委组织部、市委非公

和社会组织工委、市工商联、市中小企业局联合举办“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精神”宣讲会。

宣讲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力肯定了民
营企业的地位、作用和贡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个没有
变”，向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及全社会展示了党中央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传递了党中央坚
定不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号，为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
发展指明了方向。

宣讲会要求，要扎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要以宣讲活动为示范，认真
安排部署，采取多种方式，切实做好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
神的学习贯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精神上来；民营企业家也要组织企业全体党员及中层以
上人员进行专题传达，形成学习贯彻的浓厚氛围。要形成
重视民营企业的正确导向，要转变观念、真抓实干，把民营
企业的发展当成自己的事，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帮助他们清
除前进中的障碍，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
充分进发。

改革开放40年来，榆林城市发展
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群
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幸福指数节节攀
升，家家户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2014年）
之前，2013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8687元，是1981年的43倍，年平均
增速12.5％。到2017年，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2318 元，高于全省
1683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32153元，突破3万元大关；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4
元。改革开放促进全市居民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购买能力不断增强，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

从“填饱肚子”到“吃出健康”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商品供应

不足，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国家
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发放各种商品票
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分配商品。那
个年代，粮票、油票等各式各样的票证

成了老百姓过日子的基本保障。
73岁的李忠胜自改革开放以来，

收集了全国各地共计200多种、6000
余张票证。他说：“从票证中，我们可
以看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民以食
为天，食以粮为本，吃饭就是最大的问
题。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只能自己忍
着少吃点，尽量让客人多吃些。”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生活虽有
改善，但许多生活物资仍由国家按计
划供应，每月的粮食、食用油、肉类都
是定量的。“吃顿肉、吃点糖都很难实
现，因此吃肉才被称为‘打牙祭’，只
有过节时才能偶尔发点糖票。”李忠
胜说。

市场经济改革全面启动后，居民
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居民消费需求的
变化，城乡居民消费已由生存资料转

向发展性资料和享受性资料。据市
统计局资料显示，2017年全体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17443 元，是
1981年的65倍。消费的档次也不断
得到提高，食品消费已不单是城乡居
民维持生存的需要，而是向营养化、
休闲娱乐化发展。

从“单调色彩”到“个性时装”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过去，榆林街头鲜有时装店，只有
裁缝店，人们更习惯于扯块布料到裁
缝店做衣服。

市民张伟今年51岁，他的鞋柜里
一直收藏着一双黑色系带皮鞋。那是
他上小学时，西安的亲戚带给他的。

“皮鞋可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一般人
可穿不起。”张伟说。（下转第七版）

本报记者刘予涵报道 11月 6
日，记者从我市召开的优化提升营商
环境主题系列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上半年神木市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工作在全市排第二名。其中，办理
施工许可证仅需 38 个工作日，较
2017年缩短了2.88个工作日，排名
全省第二。

发布会上，神木市就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工作整体情况和成效、方
便群众和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简
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优化企业
纳税服务等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今年以来，神木市在简化企业
开办程序方面，推广使用“微信办
照”平台，8个工作小时内发放电子

营业执照；无纸化、不见面审批达
62.8％，发放电子营业执照 5086
份。优化纳税服务方面，全面推行
陕西省网上税务办理，让纳税人

“多跑网路，少跑马路”，足不出户
即可办理各类涉税事项。 用电报
装，多元化缴费系统上线，用户可
以足不出户在手机上缴电费。用气

报装，压缩办事环节，用户仅需办
理窗口登记、合同签订及通气点火
环节，其余环节均由公司内部负责
流转。

（下转第七版）

我市召开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六场新闻发布会

神木市办理施工许可证排名全省第二

春风化雨润万家
——榆林改革开放40年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本报记者 吕晶

谁能如此幸运，在历史长河中徜徉漫步含英咀
华？谁能如此坚守，在社会变迁中记录人间百态？
谁又能如此执着，立于时代潮头拨开迷雾探明暗
礁？在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向你和你的
坚守致敬！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烽火硝烟中“红色中
华”电波凝聚战斗必胜的信心，枪林弹雨中抢出

《谁是最可爱的人》，乡间地头写就《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和雁翎队一起战斗，伴登山队
勇攀珠峰……文若惊雷大地春，图如金刻斧留痕，
奏响时代凯歌靠的是什么？

惟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时代的记录者亦被时代所记录。就在 2018

年，世象纷杂中传递中国声音、宣示中国立场；改革

开放40周年回望小岗风云、探索改革开放新逻辑；
长春疫苗事件中追寻真相，推动相关制度完善……
每个风雨兼程的日子里，记者们从世界各地传递或
悲或喜的讯息，用理想信念筑守价值底线，于风云
激荡中推动社会进步。执简以往的行囊风尘仆仆，
再添荣光。

节日，是对荣光的铭记，也是对使命的呼唤。
毋庸讳言，变革中的媒体业态给新闻带来极大挑
战，信息资讯极大丰富的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真的难以避免？哗众取宠动辄引发“爆款”，客观真
实、不入俗流真就成了稀缺品质？“后真相”时代记
者何以立足，新闻何以为历史“留痕”？时代给记录
者发出新的考卷。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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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三林报道 11月5日
至6日，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
我市成立五个督办组，分别对煤矿火
烧区环境治理、城乡环境“脏乱差”整
治、“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兰炭升级

改造、矿井疏干水综合利用、散煤燃烧
整治、饮用水源地保护等问题进行专
项督查督办，加快推进省委环保督察

“回头看”初步反馈的7个问题整改，
全面梳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10个问
题整改进展情况。

其中，第一督办组深入神木市和
府谷县，对煤矿火烧区环境治理和工
业园区“脏乱差”综合治理工作进行督

查督办。督办组通过实地查看、现场
询问、开会座谈等形式，全面了解府谷
煤矿火烧区综合治理、府谷城区垃圾
综合治理、神木柠条塔工业区环境卫
生整治等情况。督办组要求，神木市
和府谷县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明
确政府主体责任，尽快拿出切实可行
的攻坚方案，将各项任务分解到市县
主管领导、相关部门和乡镇。特别是

火烧区综合治理要提高环保标准，不
达标的、没有手续的坚决不能开工，已
经开工的要加强整改，确保环保设施
同步建设、同步投运。

第二督办组就散煤燃烧综合整治推
进落实情况，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等
方式，对榆阳区、横山区政府和榆横工
业园区进行专项督查，由点及面，全面
掌握问题整改真实动态。（下转第七版）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整改落实
——我市开展环保专项督察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陕西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进驻期间（2018
年11月3日—12月3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9－
68899187，专门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A839号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区处理。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8年11月3日

公 告

致记者：愿你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新华社记者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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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历程 榆林足迹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深化深化““放管服放管服””改革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张仲茜来榆
宣讲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本报见习记者刘勃江报道 11月6日，省总工会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仲茜带队来榆宣讲中国工会十七大
精神。

张仲茜一行先后来到横山区总工会机关、横山区红会医
院、榆能集团横山煤电有限公司、陕西广济堂医药集团等地
实地调研我市工会工作开展情况，同时紧紧围绕中国工会的
时代主题、深化工会改革、“八个坚持”、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切实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等，深入浅出地向工会干
部、劳动模范和一线职工宣讲了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马治东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