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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武警米脂中队全体党员在米脂县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并重温入党誓词。
在教育基地，官兵党员们认真参观了各个展览板块，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廉洁

故事和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时刻警醒自己做一名合格党员。 本报通讯员刘于嘉摄
向党旗宣誓

党建
动态

榆林古城具有600 多年历史，
是历史上重要的九边重镇，是目前
陕西省内规模仅次于西安的明代
城池，也是长城沿线唯一保存完整
的砖砌军事城垣和要塞。古城占
地面积2.14平方公里，古城内主要
有7个方面的文化旅游资源：一是
古城墙。包括古城墙、城门楼、瓮
城、城楼等古代军事防御体系。古
城城垣周长 6789 米，城墙高度约
12 米。二是明清建筑古迹。榆林
老街长2182米，由南向北矗立文昌
阁、万佛楼、星明楼、钟楼、凯歌楼、
鼓楼六座古楼，与城北的镇北台、
城南的凌霄塔遥相呼应，形成了南
塔北台、六楼骑街的建筑风貌。沿
街分布的骑街牌楼，融汇了15世纪
以来整个陕北地区的现存古建筑
中的最高建筑艺术。三是明清四
合院。榆林城区曾有明、清住宅四
合院近千座，这些庭院胡同、楼台
牌坊和北京非常相似，被誉为“小
北京”。目前，保护较为完整的四
合院约有37座。四是古寺庙建筑
群落。在历史上最繁盛时期，古城
内有庙宇50多座。现保存较完好
的有戴兴寺、香云寺、圆觉寺、洪济
寺、老爷庙“四寺一庙”的古刹建筑
群，以及位于普惠泉西山寿宁寺内
的梅花楼和城东的无量寺。五是
古城巷道及字号店铺。古城内有
95条巷道，每条巷道各具风情，名
称文化内涵丰富。如：曹辣肉巷、
李学士巷、砂锅巷、豆腐巷、吕二师
巷等。此外，榆林古城在多年的蒙
汉互市中商业发展也比较繁荣，城
中字号林立，“七十二行”俱全，清
末到民国年间，比较知名的字号就
有100多家，如边商行、制毡行、麻
绳行、银匠行等。六是民俗文化。
榆林历史悠久，文化多元融合、宗

教文化氛围浓厚、民间艺术繁荣发
展，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如：秧歌、榆林小曲、陕北民
歌、剪纸、陕北说书、唢呐腰鼓等。
七是红色文化。在中国革命史上，
曾涌现出如：张德生、杜斌丞、李子
洲、刘志丹、谢子长、柳青、张季鸾、
李鼎铭等一大批革命先驱，为新中
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9 年 4 月市政府成立了榆
林古城保护建设服务中心，负责统
筹谋划和实施榆林古城的保护建
设工作。2018 年 10 月《榆林卫城
保护规划》完成国家文物局审批，
年底《榆林古城修建性详细规划》
获得市政府批复。上述两项审批
的通过为古城的保护利用提供了
科学合理的指导，同时也揭开了古
城浴火重生的新篇章！进入新时
代，更应注重加强古城的保护。

一、交通体系梳理。1.机动车
通行体系：①充分利用榆林古城内
外已形成的便利发达的交通体系；
②调整南城门南侧的榆阳路段为
下穿，将上郡路于凌霄塔南改道向
西，与肤施路相连；③保留东城墙
上四寺一庙区处的豁口、北城墙正
对东岳南路和宁安巷的豁口；④将
正对广榆路的北城门、东城门瓮城
设为紧急机动车通行出入口，换乘
轻型交通或步行入城；⑤结合驼峰
山西边缘断崖、坡坎地段设置北、
中、南三个分布较为均匀的停车
场，设置随着地形婉转起伏的机动
车行道，作为古城内中、东部地段
的南北向主要机动车车道；⑥将大
碾房中巷、人民东路、曹辣肉中巷、
芝圃巷、普济寺巷更新设置为古城
内中、东部地段的东西向机动车行
道，与南北向主要机动车行道相

交。2.轻型交通体系：①结合对城
墙沿线地块的整治，形成环城墙内
侧一周的轻型交通道路体系；②将
老街设置为古城内南北向轻型交
通主干道，与环线相连；③结合东
西向巷道，形成古城内轻型交通网
络。3.景观步道：①历史街区内的
鱼骨巷道；②城墙内外绿地、城墙
遗址公园、驼峰山景区、鸳鸯湖景
区等地段内的景观步道。

二、灾害风险控制。1. 火灾：
①应于古城内中部择址建设榆林
古城消防站，建立健全机制，统一
指挥、统一调度；②消防站建设应
急管理中心与监控中心，及时发现
火情迅速处理；③建立并完善火灾
监测制度，聘请具备资质的单位进
行专项消防规划，建设监控设施体
系与火灾报警系统，尽量将火灾扼
杀在始发阶段；④建立健全应急预
案，有效解决各类火灾；2.滑坡：①
边坡加固、地形修复；②在断崖、坡
坎等高程突变地段，建设多层停车
场库，解决停车困难的历史难题，
并在建筑物上部覆土建设绿地、修
复东山地形。

三、思想意识激发。古城保
护应坚持以人为本。古城保护发
展要以居民的生存需求、发展要
求、公平诉求为导向，以和谐、包
容、活力为目标，尊重公众对古城
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
居民生活质量，让古城具有现代

“装备”，让居民在古城内住得方
便、住得舒心。要在有利于古城
保护的前提下，促进发展适宜产

业，增加就业。要探索建立对古城
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所有权人的
补偿机制，让老百姓在履行保护古
城义务的同时，切实享受到古城保
护的实惠。

四、法规政策落地。加强古城
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实施分层
次、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对不同价
值、不同用途的古建筑，分别提出
整体保护、外观保护和局部保护
的要求。防止过度扩大保护区域
的问题，对破坏古城的违法行为
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要发
挥政府在古城保护中的主导作
用，对不可移动文物、历史街区、
历史建筑都要立足于保，而不是
拆。同时要加强古城保护的“软
投入”，探索建立古城保护的补偿
机制，趋利避害的关键是严格按
照保护规划执行。

五、搬迁与改造并行。结合整
个榆林城区的发展规划与建设，逐
步迁出古城内公共产权的机构、企
事业单位，尤其是对古城环境、风
貌有影响的机构单位，逐步将古城
提升为生态古城、民生古城、人文
古城、魅力古城，发展成为游居相
宜的榆林古城！

榆林古城保护建设工作势在
必行，充分展示榆林古城600多年
的历史及文化，必将再现塞上榆林
大漠雄风。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在国内著名专家的精
心策划下，榆林古城将以更加美丽
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为
建设陕甘宁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
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传承历史文化 保护榆林古城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雷亚成

本报通讯员白凌燕报道 11
月4日，靖边县组织系统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党课，围绕“四个迫切需要”看主题
教育的重大意义，从组工干部要求
看肩负的职责使命和牢牢把握关
键环节，推进主题教育往实里走。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
全县上下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更
加扎实地做好党的建设和组织工
作；要紧扣根本任务，聚焦五大目
标，落实总体要求，坚持“四个专项
整治贯穿始终”。

本报通讯员康志峰 张军报
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佳县乌镇派出所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开展形式多样
的初心教育。11月1日，该所组织
民警赴杨家沟革命纪念馆参观学
习，为民警思想“充电”、精神“补
钙”、工作“加油”。

大家瞻仰了毛主席、周恩来、
任弼时、叶剑英、彭德怀、习仲勋等
老一辈革命家办公居住过的地方，
参观了党中央十二月会议旧址、战
时防空洞、红色物件展览室等阵
地。了解到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
陕北取得光辉胜利的标志点，是离
开陕北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这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一件件罕见的实物、一幅
幅穿越历史的革命图片、一段段感

人的真实故事，让民警感慨万千。
本报通讯员郝海琴 高林林

报道 连日来，神木市店塔、锦界
交警中队扎实开展主题教育专题
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深入认
识了党的初心和使命，强化了理论
武装、提高了政治站位，在感悟初
心使命中不断汲取奋进力量。

在学习教育上及时跟进，在调
查研究中求真务实，在检视问题中
直面现实，在整改落实中动真碰
硬，努力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同时，组织
民警看望、慰问孤寡老人，送去了
党员干部的问候和祝福。民警与
老人们拉家常，嘘寒问暖，叮嘱老
人注意防寒保暖，改善老人的伙
食，安排好老人的日常生活。

本报通讯员白娜报道 日前，
佳县纪委监委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细化为19个具体
要求，并形成详细的“任务清单”与

“责任清单”，做细做实主题教育。
其中，“任务清单”明确了每个组的
工作目标、任务、要求及完成方式、

完成时限，使让做什么、怎么做更
加明确。“责任清单”细化落实到
人、落实到事、落实到每个环节。

此外，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组
长由一把手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内设综合组、材料组、
宣传组、督导组，分别对细化后的
全部主题教育要求逐一落实，并扛
起责任，切实做到“任务清单”与

“责任清单”有机结合，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新成效。

本报通讯员李华报道 靖边
县王渠则镇纪委始终坚持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在信访案件“清仓见
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反腐斗争
和基层拍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生
态保护、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上，加强纪律教
育守初心，强化纪律执行担使命。

该镇纪委结合巡查梳理出的
问题，逐一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逐一研究细化整改措施，将责
任明确到岗到人，拉单挂账，办结
销号，能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马
上整改明确整改时限。

学做结合 查改贯通 知行合一 学以致用
——我市各地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通讯员李旭峰报道 近
日，府谷县武家庄镇党委按照县
委组织部的安排部署，结合实
际，组织开展支部联赛“比武”大
会。会上各村党支部书记围绕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抓党建推
动重点工作、今年的亮点工作、
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打算进行
演讲“大比武”。评审员在认真
听取各支书发言后，结合平时工
作情况，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
进行评判计分。

据悉，武家庄镇通过实地走

访查看、党委评价意见、“比武”评
审打分、扶贫督查考核四个环节，
对全镇7个农村党支部进行了支
部联赛排名。通过这次活动，达
到互相交流学习、对比查找不足、
共同提高进步的目的，激励形成
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促进基层
党建等各项工作全面进步。

同时，大会要求各支部要以
支部联赛为起点，以主题教育为
契机，进一步加强支部自身建设，
引领脱贫攻坚、扫黑除恶、乡村振
兴等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府谷县武家庄镇

组织摆擂台 支部大比武

本报通讯员陈蓓 强小军报
道 10月 30日，神木市公安局
尔林兔派出所、神盘路交警中队
组织有关人员观看警示教育片
《贪与悔》，进一步增强大家的廉
洁自律意识和法纪观念，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和法纪底线。

警示教育片《贪与悔》以违规

违纪党员干部辛耀峰蜕变堕落的
人生轨迹为反面典型，集中反映了
违法犯罪产生的根源及其对党和
人民的事业、对家庭和自身带来的
无法弥补的重大危害。警示广大
民警要引以为戒，加强党性修养，严
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生
活上、工作上管好自己、约束自己。

增强廉洁意识 筑牢拒腐防线

本报通讯员杜方明报道 连
日来，佳县把推进“一肩挑”工作
作为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实际成效的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不断推动工作落实落细，
目前全县324个村中80%的村子
已完成“一肩挑”。

坚持从年轻后备干部中选
拔“一肩挑”人选，对超过60周
岁的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
任，通过做好思想工作，鼓励其
主动辞职或将其调整为副职，将
后备人才中年轻、文化程度高的
党员干部提上来，优化村干部队

伍结构。通过广泛宣传动员，全
县175名村主任依法补选为村
委会副主任，对年龄较大、文化
程度较低、工作不力的村党组织
书记、村委会主任，进行劝说辞
职、责令辞职或调整为副职。同
时，对于新的“一肩挑”候选人，
运用乡镇集中报审、部门集中联
审的工作机制，将村霸势力、关
系户、有犯罪或党政纪处分等不
符合条件的人选坚决排除在候
选人选之外，将真正忠诚干净担
当的优秀党员干部选拔到“一肩
挑”岗位上来。

佳县全面推行“一肩挑”

选拔出优秀村干部

本报通讯员卜婷婷报道
10月31日至11月1日，榆阳区
信访局对全区信访工作人员进行
了业务培训，全面提升信访工作
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

培训中，该局工作人员黄瑞和
冯继业分别从系统管理及初始化、
VPN安装及应用、网上信访业务办
理、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四个方面
入手，针对信访事项办理过程中存
在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操
作演示、互动交流、疑难会诊、案件

分析等方式，对基层信访工作人员
进行全面系统业务辅导。同时，就
解决信访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进行探
讨，要求信访工作人员综合运用法
律指引、经济调节、心理疏导等手
段，解决好群众的合法诉求，切实提
高信访事项处理群众满意率。

通过培训，大家纷纷表示开
拓了思路，在今后的工作中有决
心、有信心做好信访服务保障工
作，为榆阳信访事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榆阳区信访局

开展业务培训 提升服务能力

10月 30日，神木市公安局
迎宾路派出所联合公安局驻政
务中心党支部全体党员参观了
佳县神泉堡革命纪念馆和神府

革命纪念馆，追寻革命足迹，重
温红色历史，接受党史和革命传
统教育。

本报通讯员刘瑞峰摄

重温红色历史

本报通讯员刘佳莹报道 连
日来，靖边县海则滩镇通过学、
听、看、考等多种方式，扎实开展
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活动。

抓好个人自学。利用每周一
“固定主题学习日”，学习各类党
内法律、法规、条例、准则；用好集
体学习讨论会。组织干部学习了
党章、党规、廉洁自律准则、纪律
处分条例等相关知识。组织全镇
党员干部参观靖边县廉政警示教

育基地，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活动。组织镇村两级全体干部开
展了一次纪律知识测试，检验广
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成果，帮助干
部认识到自身学习的不足之
处。运用县纪委监委制作的法
律法规、口袋书、宣传页等宣传
用品，在镇内7个村开展了纪律
学习宣传活动，并以上党课的形
式对广大农村党员进行了党纪党
规教育。

靖边县海则滩镇

学听看考抓学习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集中开展调研活动
中共榆林市委政策研究室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