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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辛亚娥 郭娇娜 刘
驰宇报道 4月4日，吴堡县辛家沟镇
首届杏花节在“酱村”尚家坪村拉开序
幕，众多游客奔赴这场“杏花之约”。

为展示生态建设和“三变”改革成
果，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吴堡县策划筹
备了首届杏花节。据悉，此次活动时间
为4月4日至6日，分为春耕文化体验、
吴堡民俗展演、杏树爱心认购、旗袍汉
服展示、杏花摄影采风、农特产品展销、

地方风味美食展示等多个部分。
春耕文化体验是此次杏花节活动

的重头戏。随着一声声嘹亮的劳动号
子响起，辛家沟镇男女老少齐齐上阵，
将春耕开犁、打夯、打坝、修梯田、打场、
纺线等生产场景原汁原味地呈现在游
客面前。

“这次春耕文化表演很鲜活，让农
耕老物件活了起来，勾起了我们的乡
愁。”摄影爱好者王贺说。

这也是一场民俗文化的盛宴，陕北
说书、大秧歌、唢呐、陕北民歌、信天游
等节目也来“凑热闹”，“受苦人”成了

“红火人”，巧媳妇成了好舞者，欢歌笑
语回荡在黄土高原上空。

而此时，漫山遍野的杏花树仿佛都
收到了“春来了”的讯号，从内而外地舒
展开粉白色的花瓣。山谷的风给漫山的
杏花打着节拍，一朵朵争香斗艳，一棵棵
满树芬芳。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漫步

杏林花海，或驻足赏花，或拍照留念。
活动中，吴堡传统老黑酱、手工空

心挂面系列农特产品以及手工艺品也
来“赶大集”，实现了杏花美景与特色产
业的相互交融。近年来，辛家沟镇围绕

“旅游+”作文章，加强文旅融合、农旅
结合，围绕农耕文化、老黑酱产业内涵，
依托山水资源优势，举办农民丰收节、
杏花文化旅游节等多项文化活动，助推
特色产业发展，做强“美丽经济”。

全市离休干部“六联六送六必看”活动启动

让关爱规范化亲情化
本报记者马蕊 见习记者宋艳霞 实习生贺宇

蓉报道 4月11日，我市启动离休干部“六联六送六
必看”活动。活动旨在认真落实好老同志的各项政
治、生活待遇，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把党
委政府对老同志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让离休干部
安享幸福晚年。

据悉，“六联六送六必看”是指在全市离休干部中
建立领导干部、老干部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青年(妇女)志愿者、家庭医生、社区工作人员分别联系
离休干部等“六联”制度，让精准服务离休干部规范化；
依托“六联”制度开展领导干部送关怀、老干部工作人
员送服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送学习、青年(妇女)志愿
者送活力、家庭医生送健康、社区工作人员送温暖等

“六送”活动，让精准服务离休干部亲情化；各级老干部
工作部门及离休干部原单位在联系服务离休干部时要
做到生日必看、重大节日必看、住院必看、有特殊困难
必看、有信访诉求必看、遗属必看等“六必看”，让精准
服务离休干部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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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堡县加强文旅融合、农旅结合——

花为媒花为媒““旅游旅游++””

本报通讯员王战荣 刘涛报道 “通过这次
创业培训，我学到了企业管理知识，下一步准备创
办一个养殖专业合作社！”参加完创业培训后，来
自绥德县薛家峁镇高家渠村的薛三平信心十足地
说。4月3日，绥德县人社局组织的2019年第一
期创业培训班圆满完成，25名怀揣梦想的创业青
年通过15天的学习，顺利拿到创业培训结业证，
像薛三平一样雄心壮志准备创业。

课堂上，授课老师通过现场展示、系列讲解、
交流互动等形式，为学员系统讲解了创办企业的
基本条件和相关法律法规、市场调查、企业核
算、职业道德、创业专项技能等相关知识，旨在
通过系统培训帮助学员进一步明确创业目标和
方向，切实提高创业的基本能力。学员们认真听
讲，不时低头记下笔记或拿出手机拍下课件，并
积极参与讨论，课堂氛围活跃。学员们纷纷表
示，通过培训对创业有了更深地认识，掌握了创
业技巧，为今后创业指明了方向。不少已经创办
企业的学员也表示收获颇丰，能让企业在今后的
发展中少走弯路。

近年来，为积极推动创业带动贫困劳动力就
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绥德县人社局多渠道、
多层次开展各类技能和创业培训，并通过就业跟
踪服务、创业贷款支持、项目指导等，支持鼓励
贫困劳动力依靠技能或创业脱贫致富。据统计，
去年，绥德县人社局职业技能培训共举办15期，
培训人员1332人，其中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
训672人、创业培训88人；通过榆扬劳务协作共
培训劳动力384人，其中贫困劳动力147人，实
现就业56人。此外，绥德县人社局还通过创业
贷款支持，为130名创业者提供了创业贷款9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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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培才在全市统战部长暨对台工作
会议上要求

抓住主线 突出关键
本报记者高苗报道 4月12日，全市统战部长暨

对台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培才出
席会议并讲话。

郭培才要求，今年全市统战工作要抓住“一条主
线”，突出“三个关键”，落实“三个强化”，做好“八个方
面工作”。一条主线，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这条主线。
三个关键，就是要优化职能、理顺关系；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统筹推进、抓出特色。三个强化，就是要加强统
战资源研究，增强统战特色建设工作力度，做强“智慧
统战”大数据平台。“八个方面工作”就是狠抓多党合作
制度效能提升、统筹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工作、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稳妥做好
民族宗教工作、积极做好港澳台交流工作、着力凝聚侨
心侨力、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加强统战部门自
身建设。

我市开展城市环卫专项督查
本报记者徐子昕报道 4月11日，记者从市城市

创建工作协调服务中心了解到，为加强城区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提升城市品位，该中心将联合市爱卫办对城
区机关单位、居民社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进行环境
卫生专项督查。

此次专项督查时间为4月11日至19日，督查结
果将通报全市，并作为单位年终巩固国卫工作考核
的重要依据之一。督查组将采取实地查看的方式
开展地毯式检查和随机抽查。督查对象为中心城
区市级部门单位、中省驻榆各单位，榆阳区、横山
区、高新区所辖的机关单位、居民社区、城中村、城
乡结合部。

国务院决定对社会保险费征缴、住
房公积金管理、不动产登记等6部行政法
规中与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不相适应的
部分条款予以修改，理顺的是办事流程，
打开的是利企便民的窗口，体现的是“放
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力、破除一切藩篱的
决心。

如果说“一网通办”打开了政务服
务的“一扇窗”，那么理顺行政法规，是
为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夯实基础。过
去六年来，“放管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
效，但是，政务服务效率偏低、程序不规
范、办理不方便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
在。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政务服务
事项的界定不清晰，办理要求、办理程
序往往不一致，导致办理依据和结果

“弹性大”，企业和群众办事仍不时碰钉
子。此次修改行政法规，拆除篱笆、扫
清障碍。

政府服务窗口好比“轴承”，牵一发

动全身，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运转的效
率。这个窗口不但要打开，还要更敞亮，
让“最多跑一次”等服务承诺真正落地。

因此，努力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
深发力，要充分发挥政府服务的主观能
动性，要促进不同部门和层级之间的协
同，限制政府部门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防止政务服务领域的不作为、乱作为。
不能人为造出新的规定来为难企业和群
众，办事人员不能慵懒散，要坚决拆除企
业和群众办事的一切“弹簧门”“玻璃
门”，把利企便民、提高效率的实绩当作
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理顺法规，
“放管服”改革要向纵深发力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4月4日，榆林公安交警支队机关
22名党员干部来到扶贫帮扶村——子
洲县裴家湾镇榆林塔村，在这里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警民并肩话扶贫，干群齐
力谋攻坚。

加强村级阵地建设——
提升服务能力

当天上午8点30分，支队机关22
名党员统一乘车从榆林出发，经过近三
个小时的车程，抵达子洲县裴家湾镇榆
林塔村。

走进村委会，一楼是5孔修缮一新
的窑洞，二楼是全新建设的彩钢房。窑
洞内，粉刷一新，办公设备一应俱全。
卫生站内药品齐全，基础医疗器械摆放
整齐。

一年前，第一书记甄强初到榆林塔

村时，村上连个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
有，村委会只有3孔破烂不堪的窑洞。
甄强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交警支队的领
导后，得到单位的大力支持，交警支队
筹措资金26万元，加强村级阵地建设。

大力发展养殖产业——
村民钱袋子鼓起来了

72岁的张树旺在村委会大门口，
美滋滋地说：“你们猜，我去年口袋里挣
了多少钱？”“多少啊，给我们说说呗！”
村民拓建军说。“村上帮我发展养殖业，
我开始养牛，这牛下了小牛犊，能卖
钱。去年，甄书记还帮我把5亩土地折
成股金，在咱县上的果业公司入了股，
年底就给我分了3000块。我的这收入
啊，你们自己能算见吧。”

“老张你可以啊，一年一万多块钱

的收入了吧。你看看人家小吴，他有80
只羊、5头牛，去年挣了10来万吧。”拓
建军口中所说的小吴，名叫吴运峰，今
年40岁，过去一直在延安打工，后来返
乡创业，发展养殖业，鼓起了钱袋子。

“大家看对面山上，正在建设养殖
场，这是属于村集体经济的项目。”甄强
说，现在村里正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希
望能为村民谋更多的福利。

村民的事记在心上——
“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尽力解决”

交警支队纪委书记杜树彪，已是一
年中第五次来到榆林塔村。在这次

“警民话扶贫，干群谋攻坚”主题党日活
动中，他告诉村民：“你们有什么困难，
提出来，我们会尽力解决。”

“交警支队帮我们修了路、打了井、

建了阵地、发展了产业，我们很感谢。
但我们还有一个困难，这村里没信号。”
74岁的老党员贺秀峰直言。

去年，交警支队联系相关部门，到
榆林塔村的沟沟壑壑进行实地考察，因
地理环境限制及投资成本等原因，导致
最后未能解决榆林塔村的信号问题。

“我们会继续协调，争取让村里有信
号。”杜树彪说。

当天，交警支队还给村民们捐赠了
价值5千元的生产物资，并向村党支部
捐赠党建书籍200本、交通安全宣传资
料300份。

榆林公安交警支队

到帮扶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 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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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