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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发力：脱贫士气高涨
齐整的田间种有谷子、绿豆等小杂

粮，树上挂满红彤彤的脆甜枣子，羊圈
里还有50只羊……这是吴堡县寇家塬
镇东庄村脱贫户宋海洋家房前屋后的
景观。

过去，宋海洋只有几孔土窑洞，养
着几只羊、种着几分菜园，和老伴的生
活说不上富裕，但也不愁生计。几年
前，他的老伴生病了，治疗开销不菲，家
里陷入窘境，宋海洋只好作了一个“最
不情愿”的决定：向村委会递交了贫困
户申请书。

可贫困户“帽子”却像压在他心头
的一块大石，让他久久不能释怀，一直
在想着怎样才能摘掉“穷帽”。听村干
部解读吴堡县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扶持
政策后，宋海洋用1万元产业扶持资
金，种了10亩玉米、4亩谷子、1亩绿

豆，并扩大了羊子养殖规模。之后，他每
天起早贪黑，修缮羊圈、杀虫施肥、加工
饲料……2016年，宋海洋顺利摘掉“穷
帽”，并被评为县上的自强脱贫模范。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也
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怎样让他们真正
动起来，提高自身造血能力？

吴堡县采取的措施是：一手抓产业
扶贫，制定政策鼓励贫困户发展产业脱
贫致富；一手抓扶志扶智，重在鼓励贫
困户精神脱贫。

在产业扶贫方面，该县配套制定了
鼓励贫困户生产奖补政策、务工增收奖
补政策和主动脱贫激励政策。按照贫
困户生产经营总收入的15%至20%、
务工总收入的10%至20%分别给予最
高不超过5000元额度的奖补；对主动
申请退出且通过产业就业实现脱贫的
在册贫困户，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奖
励。同时，该县还将传统种植养殖、农

产品加工、商贸流通等多个门类全部纳
入扶持范围，对自主发展的多个增收项
目一同给予补助。

在扶志扶智方面，2017年以来，吴
堡县就将新民风建设纳入脱贫攻坚大
盘子，制定道德评议、村规民约建设等
8个配套文件，实现爱心超市、讲习所
全覆盖。该县先后举办两届新民风建
设先进典型表彰大会，对3个文明家
庭、10名吴堡好人、12名孝老爱亲模
范、20户“十星级文明户”和32名“自
强脱贫模范”进行了表彰奖励。同时，
吴堡县还对“争当贫困户”的12名反面
典型进行了公开通报。

干部给力：有为就有位
百亩果园成规模，引来东西南北

客；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9000多元，个
个成了响当当的果业“土专家”；村子成
为全国改善人居环境示范村……谈及
村上的变化，吴堡县辛家沟镇深砭墕村
村民们都说，村党支部书记霍学农是

“大功臣”。
二十年，霍学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深砭墕村。为了实
现村集体增收，鼓起村民们的钱袋子，
霍学农和村干部引进栽植了优质山地
苹果。“深砭墕村具有发展山地苹果的
自然资源优势。为了将自然资源优势
转变为经济优势，经过示范种植以及村
党支部多次召开会议论证，2015年，我
们决定整村推进山地苹果种植，带动村
民致富增收。”霍学农介绍。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深砭墕村已
栽植山地苹果545亩，并成立了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将农户种植的山地苹果折
股量化，按股分红，由合作社负责统一
管理、销售。预计到2022年可达盛果
期，户均增收2.2万元以上。

为了帮助村里的贫困户霍志年，霍
学农将自己经营不错的一个养殖场交
由霍志年管理，让他养殖肉羊和肉鸡，
还不收租金，并且帮他申请了1万元产
业扶持资金，办起了米面加工厂。如
今，霍志年一家的日子越来越好，顺利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2018年，这位一心为村民办实事
的村支书受到了组织的肯定，根据县上
出台的激励政策，霍学农有了和事业单
位人员同等工资待遇。

据了解，吴堡县持续在脱贫攻坚
一线考察识别和选拔任用干部，实行
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工资与村民收
入水平挂钩、动态调整的机制，并即
时对符合条件的村党支部书记给予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待遇。同时，明确
规定各单位必须从拟提拔对象或后
备干部中选派第一书记，派出单位
在人事调整时必须首先考虑第一书
记，乡镇新晋班子成员必须要有村党
支部书记或第一书记工作经历，否则
人事方案一律不予研究。对不愿接
受下派的干部，取消后备资格且五年
内不予提拔；下派以后出工不出力、
消极应付的，坚决予以撤换并进行组
织处理。

据了解，2016年以来，吴堡县先后
提拔、转任科级干部351名，其中一线
扶贫干部133名，占调整干部总数的
37.9%。

群众发力 干部给力
——吴堡县干群合力推进脱贫攻坚

本报通讯员 辛亚娥 横山区雷龙湾镇沙峁村

创新机制解难题
本报通讯员武海廷报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横山区雷龙湾镇沙峁村党支部
充分运用学到的新知识、理出的新思路、掌握的新本
领破解发展难题。

在激发党员活力上下功夫。沙峁村党支部通过
邀请老党员讲今昔变化，第一书记讲规划，先进典型
讲自身故事，帮助党员群众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通
过观看路生梅、杨增叶等身边典型的教育片，激励党
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创新工作机制上下功夫。对于沙峁村而言，摆
在眼前的“老大难”就是王圪堵水库库底清理问题。
沙峁村是王圪堵水库建设中的整体搬迁村，工作面
广量大任务重。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村积极推行
党支部带动骨干党员、骨干党员带动党小组、党小组
带动全体村民的“三带动”工作机制。工作中，首先
抓好村“两委”班子和骨干党员两个关键，组织他们
在各村民小组召开讨论会，寻找切实有效的库底清
理工作方法；动员思想先进、群众中威信高的66岁老
党员李春飞带头拆除库底原住房屋，主动清理苗木。

在为民服务上求突破。区镇村三级联动抓土地
平整和改良。预计房前屋后空地及村庄周边荒地
可改良成耕地11000亩，目前已平整出7000亩，明
年年初，人均可分到5亩耕地。

分到土地后如何发展产业？针对这一问题，沙
峁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到榆阳区古塔镇
赵家峁村、金鸡滩镇白舍牛滩村和横山区党岔镇北
庄村等地学习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先进经
验。学以致用，村子目前已描绘出发展蓝图：运用
机械种植、节水灌溉，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紧盯市
场，发展羊子、苹果、中药材、大棚蔬菜等特色产业；
立足区位优势，培育田园采摘、观光休闲等高效农
业，打造城郊休闲农业体验区。

“受礼吃请”非小节
□新华社记者梁建强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多起党政领导干部
接受企业吃请和国企管理人员利用名贵特产、特殊
资源谋取私利的案例，查处了相当一批触及红线的
领导干部。

逢年过节，亲戚朋友之间礼尚往来似乎无可厚
非，但是，对于领导干部则不然。河北省廊坊市委一
副书记三次接受企业吃请被党内严重警告；沧州市
纪委一常务副书记也因违规吃请受到处分。很显
然，看似寻常的“受礼吃请”，对于手握权力的领导干
部来说并非小节。

在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为何仍有一批领导干部顶
风违纪？一方面说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
性；另一方面，与部分领导干部的不良心态有关，总
以为“受礼吃请”是件小事，或存侥幸心理，没有从思
想、行动上真正警觉起来。

也有一些贪腐行为披上了隐身衣。例如，银保
监会不久前重点整治领导干部和监管干部收受监管
或服务对象纪念币（钞）、优惠办理银行卡等违纪行
为，严肃查处了两名局级干部收受航天纪念钞和纪
念银币问题。

岁末之际，往往是各类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多
发、易发的时间关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筑牢思想防
线，祛除侥幸心理，真正把“不能腐、不想腐”作为一
种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对党政领导干部、国企管理人员以管辖范围内的
名贵特产、特殊资源作为利益输送的媒介，进行权力
寻租、权钱交易、政治攀附等行为，必须严惩不贷。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更是如此。干部作风问题没有小事小节，党纪国法
面前只有大是大非，违规违纪违法的红线分毫不能
逾越。

身有残疾的张卫铭不向命运低头，经营修车补胎铺，撑起了六口之家；63岁

的张冠军在县上鼓励手工空心挂面加工政策的扶持下，一年加工300多袋面粉，

靠勤劳走上致富路……

在吴堡县，一个个脱贫致富的典型形象不胜枚举，一名名扶贫干部在

脱贫攻坚战中播洒真情和汗水。6203户 13913名贫困群众脱贫、整县

“摘帽”，这份优异答卷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和榆林
和平解放70周年，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
中共榆林市委网信办、榆林市文化和旅游
局、榆林传媒中心共同主办“我和我的祖
国·我爱我的榆林”榆林市首届短视频大
赛。大赛于2019年8月26日正式启动，现
诚邀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
会团体、新闻单位、短视频创作团队及个人
踊跃投稿，参与比赛。

一、稿件要求
（一）大赛分为创意组和随手拍2个组

别进行。
1.创意组突出创意性与技术流，要求

构思新颖、创意独特，技术精湛、画面优美，

逻辑清晰、结构完整，主题突出、内容集中，
时长不超5分钟，包括微电影、纪录片、DV
短片、视频剪辑、快闪、vlog等；

2.随手拍突出现场感和突发性，要求
真实、原创、瞬间，时长不超1分钟，包括手
机随拍、视频监控、记录仪视频等。

（二）参赛作品要求导向正确、思想
健康、主题鲜明、短小精悍、吸引眼球。

1.创意组作品要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年来榆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成就，反映榆林社会建
设成就，不限于反映企业发展故事、产业园
景观、创意产品等；展现榆林创建成果及精
神文明建设成就，不限于志愿服务、社会公
益、尊老爱幼、邻里和睦、互助友爱等题材；
展示民俗活动、地域风情、民族特色等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容，不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传承、老手艺技能等；拍摄榆林本地有创
意、有看点的作品，不限于智能生活、创意
妙招、新奇搞怪、诙谐幽默等；挖掘榆林美
食美景，不限于榆林城市美景、自然风光、
名优特产、美食小吃等。

2.随手拍作品要通过自己精彩的瞬间
镜头，真实记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基层
发生的突发事件、感人事迹、生产过程、生
活轨迹、奇闻轶事等。

（三）参赛作品须为2018年1月1日至
2019年12月10日拍摄、制作的短视频作品。

（四）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作品，拥有作
品著作权，杜绝剽窃、抄袭，如参赛作品涉
及侵权等法律问题，由参赛者自行承担相
关责任。

（五）短视频作品以1分钟以内微视频
和1至5分钟短视频为主，有完整的逻辑结
构或故事情节，亮点突出，格式为 wmv/
mp4/mov，竖屏作品优先采用。

（六）作品分辨率不得小于720p，画面
要清晰稳定，无水印，声音和画面同步，解
说声音与背景音乐效果相匹配。

二、稿件奖励
1.作品一经选用将择优在“榆林网”“榆

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发布”客户端、榆
林传媒中心抖音号等短视频平台发布，大赛
组委会有权对参赛作品进行编辑剪辑。

2.本次大赛创意组设最佳人气奖、最
佳创意奖、最佳制作奖各2个，随手拍组设
最佳人气奖、最佳传播奖、最佳创意奖各2
个。每个奖项奖金5000元。

3.组委会将通过网络投票、专家评选
的方式综合确定获奖者。

个人优秀作品创作者将颁发榆林传媒
中心特约视频通讯员证。

三、投稿方式
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参赛者

可通过以下征集渠道参赛：
1.大小在 200M 以内的作品通过榆林

网短视频大赛投稿入口进行上传。网址
为：http：//dspds.ylrb.com。

2.超大作品通过邮箱 xmt＠ylrb.com
投稿，并请注明“短视频大赛”，注明作者姓
名、单位、联系方式。

3.大赛组委会设在榆林传媒中心新媒体
中心。地址：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闻
大厦西1203室。咨询电话：0912—3429373。

“我和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榆林”榆林市首届短视频大赛启事

本报通讯员王金梅摄影报道
日前，神木市税务局收到了一封特殊
的感谢信：“在本次退税过程中，我们切
实感受到了深化税务改革的‘春风’，税
务人员全程给予专业指导，有效及时缓
解了企业资金压力，让企业轻装上阵，
助力企业发展，真正在速度中感到神
木税务暖暖的服务温度。”陕西精益
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在办理留抵退
税时为神木的“办税速度”点赞。

据悉，增值税纳税人当期销项
税款不足以弥补其进项税款时，其
差额称为留抵税款。今年3月，由财
政部、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
布的2019年第39号公告明确提出，
从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
税额退税制度，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
留抵税额。按相关安排，10月起，符
合条件的纳税人就可开始办理退
税。在神木，已有3家企业拿到了增
值税增量留抵退税金，共6271万元。

伴随着一个个百万、千万级“退
税红包”的发放到位，背后是神木税
务部门以“速度”体现“温度”，推动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的缩影。

据了解，神木税务部门在开展

为企业解难题活动中建立了纾解困
难机制，召开业务辅导专题会，加强
宣传辅导，并组织精干力量，提前做

好退税测算、风险筛查、资料审核等
基础性工作。针对退税金额超大的
情况，主动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在

最短时间内完成了税款退还工作，全
程展现了神木市税务局优化办税服
务、贯彻减税降费的“加速度”。

神木市留抵退税注活力，助力企业发展——

退税“加速度”服务“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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