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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满人间 情洒大地
——记榆阳区草原工作站站长任榆田

身先士卒
他是塞上草业“开拓者”

过去，长城沿线风沙区农户种
植的饲草大都为本地单一品种，产
量低下，退化严重，远不能满足现
代草牧业的生产发展需要。

为此，任榆田同志多年来坚守
一线，注重饲草新品种和优质高产
关键技术的引进及试验示范推广
工作。先后引进苜蓿品种30个、
燕麦品种5个、饲用高粱品种9个、
青饲玉米品种4个。他结合榆林
20年气象资料，应用良种、良法、良
技、良机，有效解决了长城沿线风
沙区沙地种植优质饲草的品种筛
选和高产关键技术瓶颈，经有关部
门评价认定为“整体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实现了沙地种植苜蓿年刈
割四茬的目标，干草从平均300—
400公斤/亩增加为1000公斤/亩，
最高可达1300公斤/亩，销售价格
为1800—2400元/吨左右，草品质
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燕麦草达
到年种两茬的水平，每茬从150公
斤/亩增产为 500—600 公斤/亩，
年产1000—1600公斤/亩，开创了
长城沿线风沙区优质高产牧草国
内最高纪录，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潜心钻研
他是塞上绿洲“引领者”

任榆田同志长期潜心钻研试
验示范及推广工作，他主持完成了

“优良苜蓿品种引种试验示范及推
广项目”，推广面积达324.1万亩，
新增经济效益18463.73万元；主持
完成了“长城沿线优质牧草高产关
键技术应用研究”项目，推广面积
300多万亩，使水地苜蓿平均增产
30%以上，旱地苜蓿平均增产10%
以上，累计新增经济效益3亿多元；
填补了长城沿线风沙区无优质饲
草高产关键技术规程的空白。他
主持完成了农业部“高产优质苜蓿
示范建设项目”“京津风沙源二期
治理工程项目”等重大草原保护建
设项目技术指导共12项；针对封

禁舍饲存在的问题，他自立课题完
成了轮封轮牧试验示范研究，开展
了划区划季轮牧试验，使草场资源
得到有效利用，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显著。

成果转化
他是草业科技“传播者”

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
推广优质饲草新品种、新技术。
他协调邀请全国草业界知名专家
来指导草产业发展；他率先在全
国县级成立了草业科技专家大
院，组织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组
成草业技术研发团队，为草企业
和种草养殖户提供全方位技术指
导服务；他主编技术资料57多万
字，编写宣传标语120多条；编写
散发技术资料10万份，为农民脱
贫致富献计献策；他坚持长期深
入一线开展技术推广，累计主讲
草原保护建设技术培训150多场
次，指导培训师资800人，培训农
民技能人才达5万多人次；他编导
了一部时长60分钟的草原防火知
识宣传片《警钟长鸣》，广泛宣传
草业防火知识，有效预防草原火
灾的发生。

辐射带动
他是草业发展“推动者”

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长城沿
线风沙区草业生产管理技术水平
步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逐步实
现了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
机械化目标。依托产权制度改革，
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草业种
植由过去的单一品种，发展为禾本
科、豆科等品种多样化种植模式；
广泛推广应用适宜本地生产的新
品种、新技术，牧草生产管理从粗
放式管理转变为科学管理，使沙地
种植苜蓿达到了年刈割四茬的水
平，草品质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
实现了优质高产提质增效的目标。

通过辐射带动，一大批种植、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草业龙头企业
正在健康发展壮大。

造诣深厚
他是行标法规“制定者”

任榆田同志参加了农业部《草
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基
本草原保护条例》《草原防火物资
储备库建设标准》等的制订；他作
为主要修订人参加了《陕西省实
施〈草原法〉办法》《陕西省草原植
被恢复费征收管理办法》《陕西省
推广种植优良苜蓿品种技术规
程》的制定；还参加了《榆林市现
代畜牧产业五大体系》（草产业
篇）的规划实施方案制定；他执笔
《榆阳区草原防火应急预案》《榆
阳区轮封轮牧示范标准》《长城沿
线优质牧草高产关键技术规程》
等技术规程的制定。

防患未然
他是草原保护“践行者”

枝繁叶茂逾百年，化为灰烬一
瞬间。任榆田同志身在绿海中，
防火在心中，深知责任重大。他
主持组建了县乡村三级上下联动
的防火应急队伍，过火面积控制
在了0.3‰以下，确保了无重大草
原火灾发生；他代表陕西省参加
了“全国草原防火知识竞赛”荣获
优胜奖；他两次获农业部全国草
原防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多次
获省、市草原防火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

创新总结
他是专著论文“撰写者”

任榆田同志勤于探索创新，
善于思考总结，把心血汗水洒在
了榆阳大地上，把远见卓识倾注
于著作论文中。他主编出版了
《草原保护建设理论与技术》《草
原防火实用技术》专著，参编了
《陕北毛乌素沙地矿区生态恢复
技术与实践》专著。在《中国畜牧
业》等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26篇，多次在“中国草原发展
论坛”等全国草业界大会上作学
术交流。

硕果累累
他是成果荣誉“富有者”

付出总有回报。任榆田同志为
草业科技进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先后荣获中省市区荣誉奖励达
40项（次）。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
业丰收奖二等奖；获陕西省政府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获陕西省政府农
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获榆林
市政府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两项；代
表陕西省参加第二届全国沙产业创
新创业大赛荣获创新项目组三等
奖；获国家专利5项；先后2次获农
业部“全国草原防火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中国畜牧业协会“中国畜牧行
业先进工作者”；“全省畜牧技术推
广先进个人”；榆林市委、市政府“有
突出贡献专家”“优秀科技工作者”；

“榆林市最美优秀科技工作者”；榆
阳区委、区政府“有突出贡献拔尖人
才”“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榆阳优
秀人才”等荣誉称号。年度考核为
优秀榆林市有突出贡献专家；聘为
陕西省饲料饲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岗位专家；陕西省省级科技特派员
及产业技术服务团专家；省“三区”
科技人才；榆林学院兼职教授；榆阳
区农业科技专家，区科技特派员；中

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草学会理事等。被评为陕西省
行业内县级唯一农业推广研究员。

每一分成绩的背后都饱含着
心血和汗水，每一项成果都是用无
数的艰辛付出与不懈努力换来
的。任榆田同志所带领的单位，先
后荣获省、部级科学技术成果奖6
项；多次荣获中、省、市上级部门草
原保护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奖励。

绿满人间，情归大地。让沙地
变绿洲，草畜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
是任榆田同志的梦想和追求，让生
命散发光和热，恪尽职守无私奉献，
是任榆田同志的理想与信念。任榆
田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非凡
的成绩，他以对党的忠诚，对草业事
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胸怀远志，大
展宏图，为榆阳的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增绿及乡村振兴加速培育
新动能。他是在平凡岗位上熠熠生
辉的行业楷模，他用最朴实的行为
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争做优秀的科
技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
人民满意，让党放心”。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些优
秀草业科技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
榆林必将成为中国草业一颗冉冉
升起的明珠！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这句千古壮观的
名句，道尽边塞独特的荒
凉景象。而今沙柳舞清
风，良田漾碧波，塞上一
派葱茏浓郁的盛景如一
幅幅画轴铺展在青山绿
水间。沙漠变绿洲，多少
人为治沙事业身先士卒，
多少人为装点江山倾尽
心血，谱写出一首首壮丽
的凯歌。

任榆田，榆林市榆阳
区草原工作站站长，农业
技术推广研究员，近40年
扎根基层一线，他始终以
党员先进性为“标尺”，明
事理、识大局，俯首甘为
孺子牛。

榆阳草业的蓬勃发
展，都离不开党的惠农政
策和区委、区政府的正确
领导，离不开每一名草业
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榆
阳区的草产业从无到有，
从养殖户小规模种植到
草企业规模化经营，从直
接刈割利用到加工发展
商品草，从传统种植到现
代农业转变，都有任榆田
同志忙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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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上郡路公路局小区、上郡路水务局小区、聚华小

区、二院家属院、祉园小区、老年公寓、锦瑞名园小区、
上郡路地运司家属院、亮春家园、苗圃家属院、龙沙绿
源小区、南郊电厂家属院、上郡路市委党校家属院、上
郡路西亚小区、上郡路华宇小区、凯丽公寓、种苗站、二
中家属院、天和长小区、金泰隆和小区、开源幸福里小
区、民源小区、市建司永盛小区；

肤施路五队小区、白云小区、秀园小区、肤施路市
委家属院、阳光小区、司法局家属院、绿园小区、肤施路
华宇小区、药材公司小区、血站小区、文昌馨苑小区、文
昌馨沁园小区、发电中心小区、肤施路电厂家属院、路
桥一处、气象小区、农机局家属院、榆阳镇畜牧小区、肤
施路发改委家属院、荣昌小区、城郊林场家属院、榆阳

区委家属院、上郡路消防队家属院、交通工程公司家属
院、审计局家属院；

新建南路市物资局家属院、剧院小区、市轻工局家
属院、常官中巷三标段、钟楼巷市委家属院、市林业局
小区、芝圃下巷建行小区、十六标段、金河小区、路桥二
处、贾盘石巷毛纺厂家属院、桃园安置小区、新建南路
七标段、新建南路八标段、新建南路地运司家属院、新
建南路十二标段、新建路榆阳区第一建司十三标段，金
域公司十四标段、四标段、六标段，新楼巷工行家属院
热用户。

上个采暖期供热中，发现以上小区楼宇之间、单元
之间、户与户之间温差较大，部分用户反映供热温度较
低，供热期间经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
存在以下问题：

1.小区采暖系统属单管制：供暖热水从顶楼开始
循环，上一层的回水作为下一层的供水，依次逐层向
下，供水温度逐层降低，导致低层用户出现不暖现象。

2.个别用户私自改装采暖系统，将气片改为地暖，
镀锌钢管改为铝塑管等，严重阻碍热水的流速、流量，
致使同一楼栋用户不暖。

3.散热片用装饰物遮挡，阻碍热量向室内散发，而
流向室外。

4.小区自建公用管网设施年久失修，阀门无法调
整，部分管道出现堵塞现象，致使楼宇之间热量无法
平衡。

5.小区自建公用管网不做保温处理，更有甚者与
污水同沟，管网内热量损失严重，供水温度下降明显。

6.小区建筑墙体未做保温处理，气片散发的热量

不能保留在室内。
7.小区楼栋顶部排气阀损坏、无人操作排气，致使

管网内形成气塞，水流不畅，影响整栋楼用户采暖。
8.小区内自建供暖管网设施无人维护、维修，致使

管道锈蚀引起漏水、堵塞、截流。
9.用户之间不能相互体谅，单管采暖系统，顶层用

户嫌热关闭阀门，低层用户不暖且无法解决。
现供热已结束，请小区和用户就以上问题尽快整

改、维修，以确保下个采暖期用热不受影响。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公司供热工作的支持与

配合！

榆林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8日

榆林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集中供热范围内用户供热设施及系统缺陷整改通知

（上接第一版）
戴征社、李春临说，榆林经过以

治沙造林英模为代表的几代人与风
沙抗争，与恶劣自然环境搏斗，彻底
扭转了沙进人退、荒漠遍野、水土流
失的局面。没有几代人战天斗地、
不屈不挠的奋战，就没有榆林人现
在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美好家园，就
不可能取得现在的巨大发展成就。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赋予“榆林治沙
精神”新内涵，进一步提升推广生态
治理经验，将可歌可泣的治沙治土

英雄事迹和奋斗基因传承下去。市
委、市政府将以本次市委全会通过
的《决定》为起点，吹响新一轮榆林
治沙治土征程号角，以更大的力度、
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
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使榆林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在榆林大地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市领导钱劳动、张凯盈、张启
东、马秀岚等一同会见。

（上接第一版）本次大会通过了《关
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黄土高
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决定》，我们
必须紧紧围绕决定中的部署，全面
强化组织领导，聚焦打造黄土高原
生态文明示范区目标，实施水资源
供给保障、造林绿化攻坚、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重点区域生态保护、
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绿色发展、美
丽乡村建设、生态文化培育等八大
行动，在市域风沙草滩区、黄土丘
陵沟壑区、黄河沿岸土石山区、白
于山河塬梁涧区、矿区和产业园区
六个重点区域先行先试，突出重点
河湖和城镇体系两个专项治理，积
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路径，
以示范突破带动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整体提升；始终坚持以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基本

方针，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
发展为基本途径，以深化改革、创
新驱动为基本动力，构建资源开发
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机制体制，蹚
出一条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新
路，为全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
作出示范。

绿水青山成就美好，砥砺奋斗
开创未来！诚如市委书记戴征社、
市长李春临在会见列席本次会议的
石光银、牛玉琴等治沙英模代表时
所说，我们要吹响新一轮榆林治沙
治土征程的号角，以更大力度、更实
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
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榆林
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在榆林大地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没有你们，就没有榆林的今天”

再不切除暴力之瘤，将乱
港暴徒绳之以法，香港危矣！

香港激进分子制造“黑色
恐怖”愈加疯狂，已完全视法治
为无物。11日暴徒再次围堵警
署，袭警手段发展到投掷汽油
弹，造成警员被烧伤。无法无
天的街头暴力正在扼杀香港，
于此危急时刻，所有真爱香港
的人们不能再隐忍，都当挺身
而出，尽快制止这个“恶性肿
瘤”的蔓延，阻止香港被推向一
条无以承受的不归路。

致命武器已不是第一次出
现在香港街头，可发射砖头的
弹弓、弓箭、毒性化学粉末、汽
油弹、甚至仿制气枪轮番上场，
触目惊心。激进示威者已抛掉
所谓“和平”“理性”的伪装，现
形为香港社会安宁的最大破坏
者和最危险因子。他们围攻落
单警察，咬断警察手指，使用汽
油弹烧伤警察，近两个月已有
一百多名警察受伤。他们骚
扰、威胁、围攻、殴打持不同意
见的普通市民……这些人不是

暴徒，是什么？！再不依法严
惩，以儆效尤，不法之徒就要把
香港推向深渊！

两个多月来，不断升级的
违法暴力已让香港社会付出沉
重代价。暴徒破坏公物、堵塞
干道、阻挠通勤甚至打砸纵火，
不定时、不定点地四处闹事，把
香港搅得乌烟瘴气、人心惶
惶。暴徒们对法治精神和公序
良俗的抛弃已令港人谈“黑”色
变，所过之处商家停业、行人绕
道，唯恐避之不及，严重侵犯大
众正常生活的基本权利，令诸
多关系民生的行业收入显著下
跌，让本就疲弱的经济受到严
重冲击。若社会动荡持续，倒
闭潮和裁员潮难以避免，香港
生存发展之本可能毁于一旦。

这些暴力分子尤其是背后
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不
只是“香港之耻”，更是“香港之
癌”。他们愈加脱序，愈加猖
獗，也愈加暴露歹毒的用心。
他们就是要瘫痪特区政府管
治，就是要冲击“一国两制”底

线，说白了就是要“反中乱港”，
以谋求政治私利。为此，他们
不惜牺牲港人利益，不惜撕裂
香港社会，包括不惜葬送那些
被他们裹挟、煽动、教唆的香港
年轻人的前途命运。因此，止
暴制乱、恢复秩序，就是香港当
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
是关系香港未来、关系香港广
大市民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

警员们伤痕累累，暴力现
场遍地狼藉，繁华的商业街萧
索冷落。而有些毫无良知的媒
体和舆论依然在煽动暴乱、抹
黑诋毁警队；某些西方政客仍
然闭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
白。闭嘴吧，血与铁的事实戳
穿了你们瞎话和谎言！任何对
暴徒的包庇、纵容、支持，任何
对暴徒的姑息、为他们狡辩、开
脱，都是对忍辱负重守卫家园
的香港警队的最大侮辱与亵
渎，是置广大香港市民生命财
产安全于不顾，是对香港整体
利益的最大伤害！

香港社会和广大市民当充

分意识到，香港已到危机关头，
何去何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独善其身。按照基本法规定，
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
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
的各种动乱。而对于香港自身
而言，每个不想被暴力分子代
表的香港人都有责任站出来，
坚决与暴力割席，共同向暴力
说“不”，力挺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稳定局势，力挺香港警队严
正执法、维护安宁，进一步凝聚
起共护家园、以正压邪的正能
量。救香港，就是救自己。

时间不会等待，香港不能
犹豫。要让香港尽快驱散阴
霾，摆脱滑向沉沦的漩涡，恢复
健康的肌体，就必须采取果断
措施，严正执法、公正司法，让
少数暴力犯罪分子和背后的策
划组织者付出沉重代价。我们
也要更严厉地正告“乱港反中”
势力，你们戕害香港的政治算
计昭然若揭，你们自私阴险的
政治图谋注定失败。多行不义
必自毙！

必须将乱港暴徒绳之以法！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