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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作风问题举报渠道
举报电话：0912—6087079，地址：榆林高新区

榆溪大道13号市委6楼西会议室，邮编：719000，联
系人：高鹏13649225270

营商环境问题举报渠道
举报电话：0912—3252116，地址：榆林高新区

建业大道同心楼二楼210室，邮编：719000，联系
人：李晓波15129325498，郭瑞峰15719128777，
马良13772342480

舆论环境问题举报渠道
市委宣传部：0912—3282949；新闻敲诈问题

举报电话 市公安局：0912—3692203；网络谣言
问题举报电话 市委网信办：0912—3865601；
假记者、假媒体、假记者站问题举报电话 市文广
局（市“扫黄打非”办）：0912—3525652

地址：榆林高新区榆溪大道13号市委4楼西会
议室，邮编：719000；联系人：白海波13289719536，
张鑫 13572668871，郭都 18091238308，王艳芳
18609128070

百姓问政渠道
百姓问政网址：http://wz.ylrb.com

榆林市关于中办督查组
反馈意见整改的举报渠道

我市举办科技扶贫能力提升培训班

培育农业科技人才
本报记者徐子昕 郝彦丰西安报道 11月4日

至6日，榆林市科技扶贫能力提升培训班在西安举
办。各县市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科技特派员和“三
区”科技人才等共计80多人参加培训。

据悉，培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准确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对科技
工作的新要求，不断提升我市科技特派员和科技管
理人员的科技扶贫能力和水平。同时，利用杨凌农
高会平台，学习引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新模
式，依托杨凌科技示范基地和现有农业服务体系网
络，培训农业科技骨干和创业能手，为乡村振兴和科
技扶贫提供人才支撑。

培训班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
授就“互联网＋农业”、设施蔬菜、畜牧业及农产品加工
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等进行讲授，并组织参观第二
十五届杨凌农高会。

秋收已过，靖边县宁条梁
镇庙畔村的2000亩坡地上还
是一派繁忙景象。几台挖土
机正在做坡改梯之后的土地
平整工作。据悉，这是庙畔村
探索盘活土地资源、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一
次尝试。

只见施工现场，原本杂草
丛生的坡地被整成一层层梯
田，村民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个个干劲十足。“我在山上有
30来亩地，种些土豆、荞麦、

豆子、麻子等，一直靠天吃饭，
每亩也没有多大的收入。”村
民刘国斌说。眼看着坡地即
将变为良田，想象着明年这一
层层梯田长满各种作物，村民
吴立星脸上也掩不住笑意：

“我在这里有20多亩地，明年
我一定要把地种好。”

“今年我村争取到2000
亩坡改梯项目，这个项目实施
以后，每亩地的收入能从100
元增加到1000元！”庙畔村党
支部书记吴生贵说。

据悉，庙畔村属红柳河
溪滩地，总土地面积25平方
公里，其中旱坡地 4000 亩，
传统产业以蔬菜、畜牧业为
主。近年来，借着“三变”改
革的春风，庙畔村调整产业
结构，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此次坡改梯后，该村打
算发展小杂粮种植，明年还
将继续争取项目，整合土地，
真正让大量的坡地、旱地

“活”起来，成为产业发展、集
体增收的“富矿”。

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
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继承和发
扬老一辈人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
实业、做精主业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
强做优。”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着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对
广大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提出希望、
寄予厚望，鼓舞了广大民营企业家积
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信心，激发了他们
战胜困难、搞好经营发展的干劲。

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
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之所以能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与广大民营
企业家辛勤劳动、不懈奋斗分不开

的。1980 年，温州的章华妹领到了第
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到 1987
年，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从业
人员已经达 569 万人；截至 2017 年
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2700 万
家，个体工商户超过 6500 万户。长期
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
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
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
创业、不断创新，不仅直接促进了民
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更使民营经济成
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更加奋发
有为，就要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
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
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企业家提
出的希望和要求，语重心长，充满关
怀，体现了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高度重视。
对于广大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年轻一代
来说，要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

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
社会的典范；要讲正气、走正道，做到聚
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
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要练好企
业内功，特别是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
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还要拓展国际
视野，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
动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这样，就能在更广阔的舞台
施展才华、大显身手。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更加奋发
有为，也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他们
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条件。习近
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坚持团结、服务、
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
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
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
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
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
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
献；在这次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要把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
实处，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关心民营企

业发展、民营企业家成长。各级领导
干部必须懂得，要求同民营企业家打
交道守住底线、把好分寸，并不意味
着可以对民营企业家的正当要求置
若罔闻，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予保
护，而是要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服
务。各相关部门和地方的主要负责
同志要经常听取民营企业的反映和
诉求，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
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
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广大民营企
业家也要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
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
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
展，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中呈现
新气象、展现新作为。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是
企业家的底色。广大民营企业家更加
奋发有为、踏实奋斗，各级党委和政府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我国民
营经济就一定能创造新的奇迹，中国
经济的发展前景就一定会更加光明。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更加奋发有为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

靖边县庙畔村

今日“坡改梯”明天“百变千”
本报通讯员白凌燕 王靖

31.什么是就业扶贫基地？
答：就业扶贫基地是指管理规范、与

乡镇签订用工协议、吸纳贫困劳动力较
多并经县级及县级以上人社部门认定的
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32. 就业扶贫基地的限定范围是
什么？

答：享受政策的限定范围为就业扶
贫基地，对象限定为贫困劳动力。

33.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待遇有关标准有哪些？

答：①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城镇居民大病医疗
保险时，起付线按原标准的50%计算，
报销比例在原大病保险报销比例基础上
提高10个百分点；

②县级医保经办机构应当与有关部
门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形成贫
困人口大病救治台账，坚持一户一档、
一人一卡，确保精准到户、到人、到病
种，对大病救治和慢性病贫困患者进
行动态追踪管理。开展医保扶贫下基
层专项服务行动，提供“一对一”和主
动上门服务，增强医保扶贫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

③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财政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代缴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个人缴费部分。

34.困难毕业生享受哪些政策补贴？
答：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高校及

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毕业生，按每人
8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
困难毕业生向所在院校提出申请，由所
在院校报经当地人社部门审核后，财政
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毕业生个
人账户。
（榆林市就业创业脱贫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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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高涛报道 近
日，子洲县老君殿镇举办2018
年易地搬迁安置分房仪式，对
老君殿镇、何家集镇、驼耳巷乡
84户贫困户安置住房进行分

配，旨在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房分配工作，有效解
决贫困户住房困难。

此次分房采取公开抽号
的方式进行，户主依次先抽顺

序号，再抽房号，结果当场宣
读、公示，完成现场照相、确
认、签名、按手印等程序后领
取房屋钥匙，县公证处、镇纪
委全程参与监督。政策解读

子洲县

84户贫困户喜分安置房

本报记者郝彦丰 徐子昕杨
凌摄影报道 “咦，这是啥呀？”

“哦！这就是文冠果！”在第二十五
届杨凌农高会榆林展区内，一拨又
一拨的参观者围在一个造型独特
的展品前惊叹连连。该展品是用
文冠果树的主干和种壳制作而成，
旁边还摆放着用文冠果深加工制
成的食用油、保健品、茶等产品。

靖边县杨桥畔苗圃暨文冠果
试验园副主任冯长虹是这一展位
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县林业局从
2006年开始试验种植文冠果。经
过多年抚育管理，在技术上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并于今年在当地南部
山区推广种植近万亩。目前，试验
园是全省唯一一家良种文冠果壮
苗培育园，库存苗木40万株，占地
20亩，预计产值达40多万元。

据了解，文冠果又称文官果、
土木瓜等，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食
用 油 料 树 种 ，种 子 含 油 率 为
30.4%至 47%，种仁含油量高达
66.39%。此外，文冠果木木材坚
实、纹理美，是制作家具的好材
料，市场前景广阔。

独家！靖边有文冠果全省唯一良种培育园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培训会

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本报记者白潇 见习记者李志东报道 11月6日，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培训会，邀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四处处长王雅丽对全市人大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进行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晓媛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是维护
国家法制统一、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也
是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切实增强监督实效的有效
途径。要提高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陕西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的有关条例，
依法有效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人
员培训会举行

规范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
本报记者杨晓慧报道 11月7日，我市举行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人员培训会。培训
会邀请省卫计委基层卫生处副处长刘伟、省卫计委数据
中心总工程师谷孝云、西安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晓
宇、西安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南艳梅等专家授课，旨
在进一步推动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规范实施，提
升市县乡三级人员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水平。

培训会上，4名专家分别以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孕
产妇、儿童健康管理以及项目组织、资金管理、信息化建
设等为重点内容，作了深入浅出、生动精彩的讲解。

麻宝玉调研创文工作
本报见习记者陈静仁报道 11月7日，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麻宝玉调研创文工作。
麻宝玉先后来到市区环城北路、镇北台景区、长城

路街道办事处吴家梁村、金花购物商场、水利商业步行
街、高新六小等地进行调研，实地查看各处创文氛围营
造、车辆停放秩序、店铺经营管理、环境卫生整治等具
体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导，协调解决，要求相关
负责人限期整改完善。

麻宝玉强调，各有关部门要把创文工作与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引导调动全民参与的积
极性；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监督检查，对标逐一整改
完善；各学校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开展各
项活动，让创文理念深入每一名学生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