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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黄河岸边，吴堡县
宝船玩具厂生产车间，缝纫机、电
脑绣花机、激光切割机声交织，合
奏出一首美妙的乐曲。厂里的工
人，由楼上（怡馨小区）的103户易
地搬迁脱贫户组成，他们每日在此
各显身手，用劳动编织着属于自己
的“致富梦”。

35岁的王家仡佬村村民薛莉
花，就是其中一位“追梦人”。几年
前，她的丈夫一病不起，俩娃的学
费、丈夫的医药费、全家的日常开
支……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她的肩
上。用她的话来说，“那段时间，全
家靠我打工维持，因为收入不稳
定，日子非常苦。”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让她的
生活苦尽甘来。得知县上出台易
地搬迁政策，集中为符合条件的贫
困户提供新房，还能就近安排工
作，薛莉花高兴极了，日日盼着好
光景到来。

2017年冬，怡馨小区顺利通
过验收，薛莉花全家正式告别老旧
窑洞，搬进了一梯四户的单元房。

“我们只出了5000元，就住上城里
的‘河景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心
里却乐开了花。”薛莉花说。

据了解，“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启动以来，吴堡县紧盯“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累计
搬迁贫困群众815户、2430人，集

中安置率高达95%，安置房已全部
达到入住标准。

“安居是基础，乐业是目标。我
们的最终目的，是让移民搬迁户真正
脱贫致富。”吴堡县移民搬迁办副主
任王鹏飞说。为此，该县结合移民户
女性劳动力居多特点，借扬榆合作东
风，积极招商引资，与扬州宝船婴幼
儿用品有限公司联合投资800万元，
成立吴堡县宝船玩具公司，并把占地
1600平方米的工厂设置在移民小区

楼下，方便搬迁户就近就业，让他们
不仅“安居”更能“乐业”。

鉴于上岗女工多来自偏远山
村，无特殊劳动技能，吴堡县还组
织她们赶赴扬州进行岗前培训，确
保全面掌握技能。薛莉花说：“经过
近一个月培训，现在我工作起来非
常顺手。试用期每月都能赚1600
元，以后的工资还会更高。这样一
来，我们的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下转第七版）

楼上能安居 楼下可乐业
——吴堡县社区工厂铺就易地搬迁群众致富路

本报见习记者 陈静仁

温馨母亲节
美艳旗袍秀

5月12日，神木老年大
学“爱在心中 感恩更美”母
亲节旗袍秀主题活动在神
木市杏花滩公园举行。美
丽的旗袍与杏花滩的风景
相互融合，充分地诠释了中
国传统服饰——旗袍的优
雅，展示了我市广大女性的
自信与美丽。

本报通讯员丁向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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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榆林社会信用体
系深化发展的关键一年，我市将以

“诚信建设万里行”活动为契机，围
绕巩固提升综合信用指数排名目
标，以制度规范建设为引领，以社
会信用平台为支撑，以信用信息归
集为基础，以联合奖惩为抓手，以
信用监管为重点，以“桃花分”应用
为突破口，以信用创新应用为特
色，引导协会商会和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多措并举全面发力，推进全
市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新的
突破。

建立信用档案——
推进政务诚信体系建设

今年，我市将全面加强公务员
诚信教育和信用管理，将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纳入公务员培训课程，将
公务员信用信息作为干部考核、任
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同时，我市
每年还将请第三方机构对全市进
行政务诚信评价，对各级政府和部
门实施政务诚信监测和综合评价。

依托社会信用体系服务平台，
我市还将归集整合政务诚信档案

信息，将公职人员在履职和各类经
济社会活动中因违法违规、违约失
信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
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将

“红名单”、荣誉表彰、行政奖励、慈
善公益、志愿活动、信用承诺、信用
修复等信息纳入政务守信记录。

“信用榆林APP”——
提供各类惠民便企服务

依托榆林市社会信用体系服
务平台，我市已初步建立了全市统
一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综合
性个人信用专题数据库，并开展个
人信用评价工作。

今年，我市将重点打造特色个
人信用评价产品——“桃花分”，建
成并推广应用“信用榆林APP”。

对守信者，将实行优先享受绿色通
道、重点支持、媒体宣传等激励政
策，为全市群众和各行业提供惠民
便企服务。

同时，我市还计划引导行业协
会（商会）、信用服务机构、企事业
单位和部分商家，参与建立“榆林
市信用惠民联盟”，联合推进“信
易+”工程，不断拓展信用惠民应用
场景，创新守信激励措施和服务产
品，让守信者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获
得可感知的便利和优待服务。各
县市区也将围绕“一县一特色”创
建活动，积极推进信用品牌、信用
产品、信用企业、信用街区等示范
创建活动，打造我市“百家信用建
设示范企业”。

（下转第七版）

我市全力推进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

信用成为榆林最好的“通行证”
本报记者 杨晓慧

本报记者吕晶 通讯员冯绥
峰报道 今年4月，榆林正式被公
安部交管局列入全国120个车辆
网上转籍试点城市范围。按照规
定，从6月1日起，机动车所有人因
住所在试点城市间迁出、迁入的，
可以直接到迁入地车管所申请车
辆转籍登记，无需再到转出地车管
所交验车辆、提取纸质档案，变群
众跑腿为数据跑路，减少群众往返
奔波。

为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

革，提升公安交管部门服务质量和
效能，近年来，市交警支队还以车
管档案数字化改革为突破口，率先
在全省建成机动车档案综合管理
系统，并全面启动机动车档案增量
电子化、存量数字化加工项目，优
化车驾管业务流程，为我市机动车
实现网上转籍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2018年4月，市交警
支队即顺利建成了机动车档案综
合管理系统，在市县16个车管所、
二手车交易市场等38个窗口实现

注册、转移、变更等5大类业务的
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归档和
远程业务监管。针对我市机动车
档案存量大、增量多、流转频繁，及
新车管服务大楼正在建设的实际，
该支队还同步启动了存量档案数
字化和车管档案室升级改造。

同时，市交警支队还全面打
通了档案影像传输边界和数据传
输边界。相关系统设置有影像采
集、库房管理2个综合模块，包含
数据采集、影像审核、业务预警、

档案查询、统计分析、远程核档等
17个子模块及“油改气”影像采集
个性模块，确保全部业务数据和
影像资料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
用平台无缝对接；通过边界平台、
专网通道，实现历史档案数字化
影像的实时扫描、快捷分类、自动
挂接。此外，通过车辆识别代码
自动关联机动车全项业务和流水
资料，该支队也已实现存量档案
数字化加工过程中的即时查找、
随时调取。

本报记者满孝永报道 今日
20时50分，榆林电视台一套节目
将播出由知名作家、导演、策划人
温占满执导的纪录片《忠廉爱国
将门风》。5月16日下午及晚间，
该台一套节目（17时15分）、二套
节目（21时45分）还将分别对该
纪录片进行重播。

《忠廉爱国将门风》分“家风
铸就第一将门”“忠勇彰显将门雄
风”“廉洁传承将门清风”3个部
分，全面讲述了府谷折家将历经

五代、北宋多个朝代，雄踞边陲重
镇府州数百年，为戍卫国家边疆、
守护一方安宁作出的卓越贡献。
而折氏家族忠廉爱国的将门风
范，更如黄河之水一般，奔涌向
前，历久弥新，感召着一代又一代
的中华民族后人。

另悉，市纪委监委以此片为
蓝本报送的微视频《忠廉爱国
十代将门》，此前已在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清廉中国·微视频”
专题栏目进行展播。

榆林电视台今日播出
纪录片《忠廉爱国将门风》

5月10日，记者从省文物局
获悉，国家文物局就陕西省文物
局上报《关于将石峁遗址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请
示》作出批复，同意将石峁遗址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据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预
备名单》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先决
条件。

在同意将石峁遗址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批
复中，国家文物局要求陕西省文

物局督促并指导地方政府进一步
做好石峁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工
作，加强石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基础研究；深入挖掘石峁遗
址相关历史与文化信息，关注石
峁遗址与周边环境的有机联系，
特别是农牧交错地域特征的影
响，总结归纳其在中华文明起源、
古代先民精神世界以及古代石刻
艺术发展史等方面的地位和作
用，在此基础上提炼石峁遗址的
突出普遍价值。

（据《陕西日报》）

石峁遗址被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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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齐心开创共建“一

带一路”美好未来》单行本，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该书将在全国新华
书店发行。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
美好未来》单行本出版

本报通讯员王志强报道 本
届丝博会上，神木市紧扣大会“新
时代·新格局·新发展”主题，充分
展示特色产业和优势项目，全力
开展精准招商和投资洽谈活动，
共签约项目29个，投资总额597
亿元。

在神木市签约的29个项目
中，包括合同项目19个，投资总
额160.2亿元；协议项目10个，投
资总额436.8亿元。签约项目涉
及精细化工、现代农业、新材料、
科研机构、商贸物流、新能源、电
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神木市成功签约29个项目
投资总额597亿元

榆林成为车辆转籍一地办理试点城市
6月1日起，全国120个试点城市间，机动车迁出迁入再无需验车、提档

本报记者宋炜 闫景西安
报道 5 月 14 日，丝博会举行
期间，我市组织部分参会企业
负责人、榆林商会会员到西安
科技企业进行参观考察，学习
先进发展理念。

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西安
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陕
西艾尔肤组织工程有限公司进
行实地考察。每到一处，大家都

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企业
布局结构、发展规模、项目产品
等内容的介绍。民营企业负责
人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参观考
察，深切感受到了企业创新发展
所带来的丰硕成果，有效地提高
了创新意识、转型思维，对提升
自身经营能力、管理水平有着极
大帮助。

市政协副主席贾正兰、麻占
平一同考察。

我市组织企业、商协会代表
参观考察西安科技企业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侯晓晨）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14日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打、
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奉劝美方早日认清形势，
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有记者问：连日来，美方多次威胁将对价值约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又称将于6
月17日就此举行听证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一再表示，加征关税解决不了任何问
题，发起贸易战只会损人害己。”耿爽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也
绝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我们必然会奉
陪到底。”

耿爽说，中方从来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对于
美方的反复无常和极限施压，中方始终保持冷静和
淡定。我们奉劝美方看一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听一
听各界人士的呼声，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失，早日
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
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外交部：

中方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希望美方早日认清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