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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炜报道 8 月 15
日，市长、市总河长李春临带领市河
长办、水利局、住建局和榆阳区政府
主要负责人，赴榆溪河开展河长制
巡河并检查城市防汛工作。

李春临先后来到郭家伙场榆溪
河支流、红石峡水库、迎宾桥等地，
实地查看榆溪河环境整治、污水处
理及红石峡水库泥沙淤积等情况，
现场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商讨解决办
法，提出处理方案。

李春临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
实提升思想认识，认真履行河长巡
河及督导职责，着力健全巡河常态
化、规范化长效机制，持之以恒推动
河长制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聚焦
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
理等重点工作，坚持综合施策、标本
兼治，在最短时间内将现有问题整
改到位。在榆溪河生态长廊建设过
程中，要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严格时
间节点，保证工程质量和效果，同步
推进配套工程建设，把榆溪河生态
长廊建设成为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城市花园。

李春临强调，要严格落实防汛
抗洪抢险责任制，时刻绷紧防汛抗
灾这根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畅
通信息发布渠道，进一步完善应急
预案，把涉及安全度汛的各项措施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加强防汛
工程设施的巡检维护，加大对城市
低洼易积水地段、老旧房屋小区等
薄弱环节的巡查力度，消除防汛安
全盲区，堵塞防汛安全漏洞，确保
安全度汛。

我市将引进世界首条大型
无人机货运超视距航线
填补国内无人机支线物流产业空白

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日前，市政府与顺丰丰
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大型物流无人机
西北项目建设。该项目将引进世界第一条大型无
人机货运超视距航线，填补国内无人机支线物流
产业空白。

据介绍，该项目分三期建设，建设期限8年。
一期拟投入运力4架，开展大型物流无人机测试
飞行，开通大型物流无人机试运行货运航线，建成
全国首个“无人机+远程数字塔台”示范基地，创
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建立西北民用无人
机驾驶员培训中心；二期拟投入运力10架，陆续
开通多条无人机货运航线，建设丰鸟支线物流无
人机西北运行基地，建立西北区域无人机维修保
障基地，建设西北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中心二
期；三期将货运无人机航线拓展至兰州、太原、包
头等区域中心城市，逐步拓展到西安等一、二线城
市，全面奠定榆林市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的地位。

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带动我市及周边地市特
色农副产品的外销，为榆林建设现代特色农业基地
和陕甘宁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城市提供支撑。

在脱贫攻坚中作出积极贡献

谢海琴被省上通报表扬
本报讯 近日，省政协网站发布一批政协委

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作出积极贡献名单，谢海
琴因在脱贫攻坚中作出积极贡献，被省政协通报
表扬。

谢海琴是省政协委员，榆林市谢老大制衣有限
公司总经理。多年来，谢海琴在做好企业的同时，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向榆林市横山区、佳县等地9235
名贫困家庭学生捐赠价值114万余元的校服，吸纳
57名贫困群众就业，人均年收入2.6万余元。

本报通讯员乔艳报道 8
月8日，神木市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李兴等25名被告人
涉黑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以被告人李
兴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采用
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
地实施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
勒索、开设赌场、非法拘禁等一系
列违法犯罪活动，通过违法犯罪
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为非作恶，欺
压残害群众，在一定区域内形成
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生
活秩序。对被告人李兴等13人
应当分别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
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开设赌场
罪，非法拘禁罪追究相应的刑事
责任；对被告人王志兵等3人应
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刑事责任；对
被告人王羊换等12人应当分别

以赌博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案件开庭审理时，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政法委、公安局以及司法局等
负责人参与旁听，案件将择日另行宣判。

本报记者满孝永报道 7月30日，
市政府办印发《榆林市蓝天保卫战2020
年工作方案》《榆林市碧水保卫战2020
年工作方案》《榆林市净土保卫战2020

年工作方案》《榆林市青山保卫战2020
年工作方案》，以“含绿量”提升发展“含
金量”。

根据《榆林市蓝天保卫战2020年工

作方案》，我市将通过调整优化产业、能
源、交通运输、用地四项结构，实施工业
炉窑治理、VOCs综合整治、秋冬季攻坚
三个专项行动，强化科技基础支撑等十
项保障措施，全面完成“十三五”环境空
气质量约束性指标，人民群众的蓝天幸
福感将明显增强。

按照《榆林市碧水保卫战2020年工
作方案》，我市将以贯彻落实地方性法规、
深化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提升水污染防治
水平、优化水资源配置体系等14项工作
为抓手，确保2020年底全市严重污染水
体大幅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
升，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全省水环境
质量进一步改善；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比
例不低于60%，国考断面水质达到目标要
求，红碱淖湖泊水质达到水质较好湖泊生
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要求，县级及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

《榆林市净土保卫战2020年工作方
案》提出，我市将围绕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加强农用地分类管理、实施建设用地

准入管理、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有序
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五个方面工作，确保
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农用地土
壤环境安全稳中向好，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
到基本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达标
率不低于82％；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1％。

《榆林市青山保卫战2020年工作方
案》提出，今年我市将完成青山区域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面积8100亩；完成自
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点位核查与
整改；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制定
《榆林市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方
案》；完成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强化
河长湖长履职尽责；强化森林资源安全
管理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完成营造
林及种草100万亩；开展“昆仓”行动，各
类生态破坏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
统得到有效保护，生态功能持续提升。

我市印发蓝天碧水净土青山“四大保卫战”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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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保卫战
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国考断面水质达到目标要求，县级及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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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保卫战
青山区域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面积达到8100亩，完成营造林

及种草100万亩

牢记谆谆嘱托 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黄土高原
种木瓜

8月9日，绥德县二十四洼种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木瓜大棚管
理员丁汝明看着摘下的新鲜木瓜喜
笑颜开。

该合作社2018年开始种植木
瓜，现共有3座大棚，每棚年产3000
公斤。合作社负责人丁汝泽说：“只
要大棚里的光照充足、温度湿度控制
好，黄土高原上也能有成熟的木瓜。
按照一斤20元出售，最多的时候一
天能收入1万元。”

陕西日报记者李羽佳摄

盛夏时节，企业生产忙。在陕西北
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各个车间，
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自动化生产线飞
快运转，工人们紧张忙碌地进行着作业，
处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当前，北元集团上下正凝心聚力冲
刺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确保实现全年
生产经营各项指标。今年上半年，该集
团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聚氯乙烯、烧
碱、电石、熟料、发电分别累计完成年度
计划的56％、55％、54％、61％、56％，
实现生产经营时间任务“双过半”。

北元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国强
表示，上半年，面对国内外疫情防控、产
品价格下行压力等困难局面，集团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紧紧围绕“安全、效益、上市、发
展”核心任务，狠抓安全生产管理，大力
实施节支创效行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

不断增强内生动力，交出一份出彩的“半
年考”成绩单。

党建引领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保障。对此，北元集团高度重视，建立了
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及考核评价
机制，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开门红专项激
励、生产系统“防酷暑、保安稳、抗疫情”
专项激励等活动，激发员工参与安全生
产工作的主动性。

从4月开始，北元集团还围绕“基于
风险的安全生产管控体系如何落地”主
题，组织全员开展大讨论活动，积极探索
和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努力实现“零
伤害”目标。目前，该集团将安全标准
化、安全文化、过程安全管理融合形成具
有北元特色的“三位一体”安全生产管控

体系，并将这套行之有效的体系落实到
安全生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和
基层一线。

节支创效成果明显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
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我们要
紧盯年度目标，抓住成本投入这个‘牛鼻
子’，做好节支创效这篇大文章，坚决完成
年度生产经营任务。”在多次大会上，北元
集团总经理刘延财号召管理层和员工以
实际行动践行“节支创效”理念。

今年以来，该集团全力实施“低成
本”战略，多渠道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
提高原料采购质量，梳理出25项具体措
施，电石、原煤采购价格比同期分别降低
了9％、12％。同时，以系统优化提高系
统运行率、负荷率，通过开展生产系统增
收节支创效大讨论、创效指标红黄旗警
示、修旧利废等措施，进行创效工作日公
示、周总结、月汇总，多项生产指标创历
史最优。

（下转第七版）

上半年实现生产经营时间任务“双过半”

北元集团：交出“半年考”出彩成绩单
本报记者郝彦丰 通讯员李建军

落实“六稳”“六保”一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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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8月16日电（记者许祖华） 为拓
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提升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
水平，陕西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等部门日前发出通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
乡社区就业创业。

陕西省要求，高校毕业生在社区服务类企业
（社会组织）就业、参加见习，或投身城乡社区服务
领域创业的，要按规定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加
快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出现空缺岗位要优先
招用或拿出一定数量岗位专门招用高校毕业生。
加强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建设，将新招用高校毕业
生优先安排在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专长的社区工作

岗位，更好协助做好社区居民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加大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力度，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强化基层和实践导向，加大从优秀城乡
社区工作者中招录（聘）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特别是街道（乡镇）干部力度。

据了解，陕西省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将积极收集社区服务领域招聘信息，并通过各种
渠道向高校毕业生精准推送。对高校毕业生从事
城乡社区服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将

“互联网＋”健康、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纳入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范围，有针对性地提升技术
技能水平。

我省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就业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