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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神木市锦界镇河湾村
玉米地里一台收割机正在收割青贮玉
米并将其粉碎，多辆运输车有序装车
送往渡口村的恒景肉牛养殖场。

“村里今年的青贮玉米全部卖给
了当地肉牛养殖场，并可当场拿到销
售款。”村民赵树荣说，他今年种了
150亩青贮玉米，由于天旱长势不是
很好，50亩青贮玉米卖得2.5万元，
剩下 100 亩打算用来喂养家里的
100只羊。

青贮玉米是牲畜的主要食料之
一，神木市种植的青贮玉米大部分
供给本市的大型养殖场和养殖户。
青贮玉米碾碎填入青贮窖，填满后
再铺上塑料篷布盖上土进行封闭，
经过发酵后变成柔软多汁、适口性
好的粗饲料，既有酸甜的清香味，也
有丰富的维生素，具有“草罐头”的
美誉，可以更好地育肥牛羊，是牲畜
过冬的粮食。

“目前，养殖场养牛1250头，我们
按照全株青贮玉米280元/吨的价格
进行收购，农户种植的青贮玉米现场

过磅后现金结算。预计收购青贮草料
7500吨左右，可为当地农民增收220
万元，户均增收1000元。”恒景肉牛养
殖场负责人赵玉军介绍道，经估算，此

次收购涉及130户农民的2000余亩
青贮玉米。同时，他还雇用了15名村
民进行收购，仅这部分工资就可助农
增收30多万元。

长青现代农牧产业示范园在中鸡
镇纳林采当村种植了4000亩青贮玉
米，收割后全部制作成饲料用于畜牧
养殖，为了完成一万吨青贮饲料的收
储任务，还需要就近收购4000多吨，
可帮助当地农民增收100多万元，而
且还带动了农民发展农机具经营。装
载机驾驶员李永忠说，收割青贮玉米
的日工资为700元，时间长达一个月，
能收入两万元。

锦界镇河湾村包村干部田志平表
示，种植青贮玉米不仅可以增加农民
收入，还可避免焚烧秸秆，在保护了环
境的同时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促进
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神木市依托大中
型养殖场，引导农民种植青贮玉米，以
养牛产业促进青贮玉米种植。

神木市农业农村局畜牧产业发展
中心工作人员高军军介绍说：“青贮玉
米产业是促进农民增收、助推经济发
展的又一产业。目前，神木全市共种
植青贮玉米10万余亩，可满足全市牛
羊养殖饲草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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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再添致富产业

青贮玉米助农增收
文图/本报通讯员 王彩荣

一颗五斤多重的马铃薯、一
颗50多斤重的南瓜、一根一米
多长的山药……10月 15日，在
第七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靖
边县脱贫成果展在该县综合文
化广场举行。琳琅满目、品质上
乘的特色农产品，展出的既是靖
边县脱贫攻坚工作结出的硕果，
也是当地群众昂首迈向小康生
活的精气神。

本报记者宋炜 通讯员白凌
燕摄

“高家沟的水土养育了我，父老
乡亲看着我长大，我一定要为家乡父
老脱贫致富效力，让大家过上殷实富
足的日子。”绥德县四十里铺镇高家
沟村是米脂、子洲、绥德三县交界地
带的一个贫困村，这里山大沟深，立
地条件差。长期以来，这里群众靠天
吃饭，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如今的
高家沟村，修建起了宽幅梯田、大棚
基地，建起苹果园3000余亩，培育的
黄芪、樱桃、芝麻蜜香瓜等种植产业
已成规模。看着高家沟村的喜人变
化，该村党支部书记高鹏程说：“我的
心里踏实了。”

2015年1月，高鹏程当选为高家
沟村村委会主任。在回村任职之前，
1975年出生的高鹏程已在外打拼二

十多年，他不光改变了自己家庭贫困
的状况，还靠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和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的精神，在绥
德乃至榆林的建筑行业有了一席之
地。进入不惑之年的他，看到高家沟
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毅然选择回村，
决心要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胸中有丘壑，道路才宽广。他同
村里的扶贫“四支队伍”一起，多次与
村民交流探讨，最终确定在高家沟村
利用“土地流转、村民入股、共建合
作、产业致富”模式，打造生态宜居、
产业兴旺、道路畅通、环境优美的美
丽乡村。

发展过程中，资金缺口成了首要
问题，高鹏程便个人垫资近800万元
用于产业基础设施前期建设、村级

公共设施配备。施工期间，站在机
械轰鸣的施工现场，看着挖掘机、推
土机、压路机在半山腰穿梭作业，高
鹏程感慨道：“这过去谁见谁愁的沟
沟岔岔，如今寄托着乡亲们脱贫致
富的希望。”

目前，高家沟村的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一眼望去，梯田绵延，
山川如画。村里共修建起现代化农
业大棚 500座，建起了创业基地；修
通通镇水泥公路7公里、通村水泥公
路6公里、生产道路15公里，一举改
善了原来道路不平且狭窄，遇雨涉险
的问题；安装太阳能路灯80盏，解决
了村民的照明问题；打机井 2口，修
建大型灌溉蓄水池2座，加固淤地坝
1座，修建淤地坝排洪沟300余米，新

建高效坝地100多亩，解决了灌溉问
题的同时，也提升了水保设施，为发
展种植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建
520平方米、2层12间村委会阵地及
村民办事大厅，硬化文化广场 1800
平方米，并安装了运动健身器材；争
取中国电科集团扶贫资金，修建了村
级老年幸福院，让村里老人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新安装和扩容变压器4
台，满足了村里生产和生活用电需
求；新建人行道石雕护栏 350 米，对
360余户民居实施了庭院改造工程；
新建1个休闲垂钓鱼池……

2019年10月，高鹏程当选高家沟
村党支部书记，谈起这些年为村里建
设付出的努力，他说：“为了村里的发
展，为了乡亲们的生活，一切都值的！”

本报通讯员张瑜报道 “几年
没回家，村庄大变样。宅基地成了
庄稼地，原来破旧不堪、参差不齐的
窑洞院落现在变成了整片的良田。”
多年没有回村的清涧县解家沟镇花
岩寺村村民刘小刚感慨道。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农村大量破旧宅基地闲置，不仅
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严重影
响村容村貌。花岩寺村“两委”班子
加强土地整治规划，鼓励村民对闲

置宅基地进行复垦，一方面实现闲
置资源再利用，另一方面也美化了
乡村环境。

“那块地原来有 105 孔窑洞，
是 58 户村民的旧宅基地，我们通
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让旧宅变成
了良田。”花岩寺村党支部书记李
春东说。

尽管拆旧复垦有补助，不少村
民还是有很大的顾虑，下不了决
心。花岩寺村“两委”先后多次召开

村民大会，征求村民意见建议，逐门
挨户讲解增减挂钩政策。

“家里的旧窑洞是老一辈留下
来的，虽然破旧不能住人一直闲置，
但拆了又觉得可惜。村支书三番五
次来家里讲政策，我们才打消了顾
虑。”村民刘光全如是说。

宅基地复垦后，由村集体统一
管理，100亩土地实现了集中连片。
村“两委”班子又发动村民在复垦的
地里种谷子，党员带头示范、村民义

务投劳，昔日残垣断壁的宅基地已
被黄澄澄的谷子覆盖，看着即将成
熟入仓的谷子，村民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通过这100亩良田，每年
能为村集体至少创收 3万元，下一
步我们准备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
李春东高兴地说。

如今的花岩寺村容村貌整洁，
复垦的土地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
让村民共享闲置宅基地整治的红
利，更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府谷借力第三方机构

为企业安全生产“把脉会诊”
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今年以来，府谷县在重点危

化企业中推行安全生产第三方技术服务工作，利用第
三方机构在安全生产技术、人才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为企业实现本质化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引导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据悉，目前府谷全县有危险化学品企业136户，企
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低、专业人员匮乏等问题，安全隐
患多、风险大，整体安全形势较为严峻。府谷县采取

“政府买单、专家把脉、企业整改”的方式，探索明确工
作程序、各方职责、服务标准、考核办法等内容，通过全
方位排查隐患，分析具体状况，针对各类企业特点和安
全隐患，建立“一企一档”隐患治理清单，“量身定制”具
体的整改方案，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目前，
对三类18户危化企业进行安全生产专业技术服务，服
务期为1年。

据悉，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安全监管是
对传统安全监管模式的创新，也是对安全监管漏项的
有力补充，实现了从事后查处被动型管理向事前预防
主动型管理的转变。

清涧县解家沟镇花岩寺村

闲置宅基地 复垦变良田

展硕果

绥德县高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高鹏程——

情系乡亲干劲足
本报见习记者 耿永飞

青贮玉米机械化收割现场

子洲县举行“子商回归，创业
兴县”暨招商引资引智大会
郭培才王华胜出席并见签

本报记者刘勃江报道 10月15日，子洲县举行
“子商回归，创业兴县”暨招商引资引智大会，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郭培才，副市长王华胜出席并见签。

本次大会以“子商回归，共谋新发展；创业兴县，共
建新子洲”为主题，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大重点，充分利用子洲自然资
源、能源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向在外创业就业的子洲
籍企业家群体提供投资创业机遇，构建具有子洲特色、
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更
加协调、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本次大会共
签约项目47个，涉及城镇建设、能源化工、创新平台等
6大领域，总投资额168.5亿元。

我市举行扫黑除恶食品行业治理现
场会暨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日活动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马露露报道 10月16日，我市举行扫

黑除恶食品行业治理现场会暨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日
活动。副市长王华胜主持。

王华胜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省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要
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全力构建应对有力的风险防
控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层层压
实各方责任，严厉打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要齐抓共
管，构建社会共治良好格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活动现场通报了2020年扫黑除恶食品行业治理
情况，安排部署2020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企业代
表宣读了食品安全承诺书和倡议书，市委政法委相关
负责人安排扫黑除恶食品行业治理工作任务。

叶瑞禾、尤仙航雕像落成
马鹏程杨东明等为雕像揭幕

本报记者马蕊报道 10月16日，榆林市第二医
院举行叶瑞禾、尤仙航雕像落成仪式，省政协副秘书
长、农工党陕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马鹏程，副市长杨东
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农工党榆林市委会原主委
郭冠英出席仪式并为雕像揭幕。

1931年，榆林地区暴发鼠疫霍乱，危难当头，以叶
瑞禾、尤仙航先生等为代表的榆林籍医学博士，返乡携
手抗疫，迅速控制扑灭重大疫情。今年是榆林二院建
院89周年，特别设立两任院长叶瑞禾、尤仙航先生雕
像，深切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传承和弘扬他们的优秀
品格、崇高精神，激励全院职工干事创业、奉献为民，砥
砺前进。

仪式上，大家向叶瑞禾、尤仙航先生的雕像敬献了
花篮，职工代表进行了集体宣誓。

榆林白于山区国家储备林
建设项目启动
马秀岚出席并讲话

本报记者李志东报道 10月15日，榆林白于山
区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签约暨实验段启动仪式在定边
县举行。副市长马秀岚出席并讲话，陕西林业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有为，陕西林业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贺长翔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在签约仪式上，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区政府分别
与陕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建设协议，
项目预期投资约120亿元，在白于山区规划造林120
万亩。

马秀岚强调，各县区及有关部门要做好规划设计，
完善合作机制，创新工作方式，强化协调配合，确保白
于山区国家储备林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在具体
工作中，要科学合理安排项目建设用地，坚决杜绝违法
违规占用耕地。要加强资金监管，严禁挤占、挪用项目
专项资金，确保资金安全。要加强项目管理，成立工作
专班，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
难，确保各项工作顺畅、有序、高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