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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追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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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葛蕃报道 2月5日，
农历大年初一上午，市长李春临来
到公安榆阳分局新明楼派出所、鼓
楼派出所和城区街面交警执勤岗、
市交警支队、市公安局指挥大厅、榆
林消防救援支队等处，看望慰问节
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和消防
救援指战员，并向大家拜年。

每到一处，李春临与值班执勤

人员互致新年问候，仔细询问春节
期间安保任务落实、安全隐患排查
和值班备勤工作情况，代表市委、
市政府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金。

李春临指出，一直以来，全市
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消防救
援指战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
终战斗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举国团
圆的新春佳节，他们默默坚守、履
职奉献，以自己的辛苦指数、奉献
指数换来全市380万老百姓的安
全指数、幸福指数，为人民群众欢
度春节创造了安全稳定祥和的社
会环境。

李春临要求，全市公安机关和
广大公安民警、消防救援指战员要

继续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不断提
升城市管理规范化、现代化、智能
化水平，为平安榆林、美丽榆林建
设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其间，李春临还看望慰问了城
区环卫工人，向他们致以节日问
候，并送上新春慰问品。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明参
加有关慰问活动。

本报记者闫景 通讯员郑幂
报道 市委四届六次全会召开后，
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传达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确保全会精神入心入
脑，并以全会精神为指导科学谋划
开展好全年工作。

1月25日，吴堡县召开县委常
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四届六
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
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站在战

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彻底扭转官场
风气、加快净化政治生态作为当前
最紧要、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坚定
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为持续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追
赶超越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同时要紧扣追赶超越“五个扎实”
要求和省委“五新”战略、市委“三
大目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找准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主攻点和
突破口。

2月1日，市统计局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四届六次
全会精神。会议要求，全局干部要
切实做到入心入脑，并以讲政治的
高度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要
横下心、铆足劲，强化政策引导支
持、统计制度刚性约束和统计法治
建设，进一步解决服务业、建筑业

等行业长期存在的漏报瞒报、漏统
难统问题；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坚持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扎实
抓好榆林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
作；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
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加快统计
改革建设步伐，不断强化统计监测
评价，充分发挥统计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晴雨表、测量仪、指示器和
风向标作用。

本报记者宋炜 吴杰报道 记者
日前从市统计局获悉，2018年，面对
复杂严峻的内外形势，我市聚焦加快
实现“三大目标”、发挥“两个更大”作
用，突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主
题，持续推进十大战略问题研究成果
物化，狠抓中省市各项政策落实，全
年经济运行实现“总体平稳、动力增
强、质效提升”的预期目标。

据初步核算，2018年全市实
现生产总值3848.62亿元，比上年
增长9.0％，增速较上年加快0.9个
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 231亿
元，增长3.1％；第二产业2417.65
亿 元 ，增 长 8.0％ ；第 三 产 业
1199.97亿元，增长11.7％。

农业生产稳步推进
去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及服务

业总产值406.12亿元，比上年增长
3.2％，其中农、林、牧、渔业产值分别

为246.39亿元、9.65亿元、130.56亿
元、2.59亿元，分别增长3.4％、9.8％、
1.7％、18.9％。农林牧渔及服务业实
现增加值240.76亿元，增长3.3％。

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2018年，全市849户规上工业

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4461.94亿元，
比上年增长11.8％；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8.0％，增速较上年加快2.3
个百分点。能源行业增长较快，
2018年，全市规上能源工业企业累
计完成产值3533.42亿元，比上年增
长 12.6％，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79.2％；非能源工业企业累计完成产
值928.52亿元，增长8.7％。能源工
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累计完成
产值2095.22亿元，增长11.8％，占
规上工业总产值的47％。主要能化
产品生产加快，35类主要工业产品
中，原煤、天然气、铁合金、发电量等

19类产品产量保持正增长。其中，
原煤产量累计45572.11万吨，比上
年增长14.4％，增速较上年加快4.3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加快
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

上年增长8.5％，增速较上年加快
1.0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7.4％，项目投资增长5.6％，民
间投资增长36.7％。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38.9％，第二
产业投资下降2.4％，第三产业增长
18.0％。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商
品房“去库存”形势良好。全市房
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46.4％，
增速较上年回落9.6个百分点。商
品房累计销售面积106.61万平方
米，增长33.3％；截至去年底，商品
房待售面积102.14万平方米，下
降8.8％。 （下转第七版）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
足鸡豚。”或团圆欢宴，或出游赏
景，勤劳的中国人，在春节这一中
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里，以
各种方式欢庆佳节，分享收获。

据传统说法，五谷大熟，为大
有年。大有年，丰收的年岁；大有
年，人们的憧憬。

多少年来，“大有”激励着一代
代中国人辛勤耕耘，也造就了中华
儿女勤劳务实的秉性。如今火遍全
球的“种菜天赋”或是戏言，而沃野
千里、梯田层叠却确确实实来自胼
手胝足的开垦；津梁通衢、高楼大厦
更是实干兴邦的见证。新中国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
成就，就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与汗
水的凝结。我们不指望恩赐和施
舍，只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新年伊始，岁在己亥。在鸦片

战争前的己亥年，诗人龚自珍写下
了充满忧患意识的300余首《己亥杂
诗》。而新的己亥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三甲子的国运变迁昭示着
我们，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要找到
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需要付出何
等艰辛的努力，而一旦走上这条康
庄大道，又会写就何等壮丽的诗篇。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过
后，我们又将走进春天，播撒希望。
春天会有喜人的东风化雨，也有恼
人的乍暖还寒。但是，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必将生发出磅礴的动
力。只要我们凝心聚力，同心同德，
抓住机遇，一步一个脚印，做好自己
的事，就一定能够收获丰硕的果实，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2018 年全市实现生
产总值 3848.62 亿元，比
上年增长9.0％，增速较上
年加快0.9个百分点。其
中，第一产业231亿元，增
长 3.1％ ；第 二 产 业
2417.65亿元，增长8.0％；
第三产业1199.97亿元，增
长11.7％；

全市财政总收入922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24.7％。地方财政收入
389.84 亿 元 ，增 长
24.6％，延续了2017年以
来的快速增长态势；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2183元，比上年增
长9.1％。

总体平稳 动力增强 质效提升

去年我市生产总值增长9％

李春临看望慰问公安民警和消防救援指战员

确保全会精神入心入脑
——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

人勤春来早，再期大有年
新华社记者 冯源

春节期间，榆林老街上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式
各样的花灯把老街装扮一
新，整座古城喜气洋溢，年
味十足。这是2月 9日拍
摄的榆林老街。

杨彬摄

塞上驼城
年味浓

本报记者葛蕃报道 2月4日，农历除夕
之夜，按照与孩子们的约定，市长李春临带着
市委、市政府的关怀，来到市儿童福利院看望
慰问全院少年儿童，与孩子们共度除夕，并向
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辛勤付出的干部职工致
以新春的问候。

“李爷爷过年好！”“你好，你们好，孩子
们！”李春临和孩子们互相满含温情的问候在
大厅中回荡。李春临为孩子们送上压岁钱和
慰问品，关切询问着每一个孩子的年龄和就读
的年级，嘱咐他们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心怀
感恩，长大后回馈社会，报效祖国。

其间，李春临还来到康复训练室、特教教
室实地检查，深入孩子们的生活区，详细了解
孩子们的康复训练及生活、学习情况。他要
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各项政策，为孩子
健康成长创造更好条件，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培
养和教育；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要一如既往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继续弘扬美德奉献爱
心，以父母般的关爱精心照顾孤残儿童，用心
用情、无微不至地做好养育、康复、教育工作，
切实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让孩子们感受到父
爱、母爱和家庭的温暖。

李春临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孩子们表演的
舞蹈《俏丫丫》，并为孩子们的精彩表演鼓掌点
赞。随后，他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共进年夜
饭，为孩子们夹菜、添饭，跟孩子们亲热交谈，
祝福孩子们快乐健康成长、学习进步，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

副市长马秀岚一同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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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本报记者赵娜报道 2月1
日起，横山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新
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助推扶
贫扶志”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抽调上
百名专业人员组成5路小分队，
通过送文化文艺、送春联祝福的
形式，把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和服
务送到贫困乡村，活跃贫困群众

文化生活，提振贫困群众精神风
貌。活动中还开展了种养殖技术
咨询答疑、现场义诊、免费赠送药
品等。

截至目前，活动共开展演出
40余场，向贫困户赠送春联1032
幅，发放资料12365份、价值2万
余元的常用药品，现场义诊2069
人次，接受咨询3645人次。

横山新春“三下乡”助推扶贫扶志

陕西今年推出多项惠民措
施，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9年，陕西省将积极发展
学前教育，将普惠性幼儿园覆盖
率提高到80％。优化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切实抓
好城区学校规划建设。

陕西省还将深入推进健康陕
西建设。大力开展健康城市等建
设，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

持续推进医改综合试点，加快紧
密型医联体建设。深入实施地方
病防治专项行动，认真落实改水、
换粮、易地搬迁等措施。

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
全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医养结
合。完善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
险政策，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
纳入医保。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新开工棚户区改造9.8万套。

（据新华社）

陕西推出措施加强保障改善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