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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杰报道 受国家
发改委委托，中国民航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近日在北京组织召开府
谷民用机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评估会，府谷机场可研正式进入
审查阶段。

府谷机场是国家民航“十三
五”规划中全国计划新建的44个
机场之一，2019年1月正式经国
务院、中央军委同意建设。机场
场址位于府谷县城西北部桑园梁
村，定位为国内支线机场，主要服
务府谷县、神木市及山西、内蒙古
两省区毗邻区域，同时兼具应急
救援、通用航空等功能，服务人口

约120万人。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

市将形成以“三民用三通用”为
主的机场群，集群化优势将全面
促进航空与物流、航空与旅游、
航空与制造融合发展，极大地带
动全市临空经济发展。截至目
前，榆阳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即将
竣工；定边民用机场已经国务
院、中央军委批复建设，正在完
成土地组件，将具备可研审查条
件；神木、靖边通用机场跑道基
本建成；横山通用机场准备重启
建设，同时布局建设低空旅游通
用机场。

按照往年的惯例，伴随着秋收
工作的结束，劳作了一年的陕北农
人应已进入“冬闲”时节。但在清
涧，这个冬天却多了几分忙碌的甜
蜜——城区小微企业的车间里机
器轰鸣，村集体合作社的厂房中人
声攒动，处处皆是热火朝天的生产
景象。

在位于清涧县食品工业园区
的子北辰农业有限公司粉条加工

厂，十几名工人正在熟练地对粉条
进行分拣、打包、装箱。

据了解，清涧县子北辰农业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粉条的后期
包装及品牌运作。近年来，该公
司依托“支部＋公司＋产业＋贫
困户”的模式，已持续带动贫困
户 58 户、210 人实现脱贫致富，
累计为贫困群众分红 31.86 万
元，并吸纳了 17 名贫困家庭劳

动力在公司稳定就业。
“在城里照顾孩子上学，空闲

时间比较多，就从6月份开始在子
北辰公司长期工作。一个月能挣
两千多元，关键是工作的同时还不
耽误照顾孩子，感觉真的是挺好
的。”清涧县解家沟镇片家洼村村
民张宁叶说。

除了传统的粉条加工企业，清
涧县高杰村镇辛关村的集体经济
炒米加工厂也早已开足马力，忙着
加工刚刚从村民手中收购来的原
料。利用“冬闲”前来务工的村民，
或忙着往生产区搬运原料，或忙着
把刚刚生产出来的产品装车。冬

闲人不闲，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拿
到一份稳定的收入。

据了解，辛关村的炒米加工
厂每天可生产炒米3吨左右，原料
均由本村村民种植，工厂统一进
行收购。

“从小米到炒米，不仅提升了
地方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
村民收入，更节约了原料收购和运
输的成本，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稳
步发展，并一举解决了村里贫困劳
动力的务工问题。工厂2019年投
产以来，已先后向贫困户分红4.81
万元。”辛关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贺
旭峰说。

落实“六稳”“六保”一线见闻

清涧：冬闲人不闲 增收门路宽
本报通讯员 王东星

本报记者满孝永报道 记者
日前从市工商联获悉，在11月
12日举行的全国“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现场交流会暨先进
民营企业表彰会上，市工商联作
为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组织工作先进集体受到通报表
扬；神木市火焱型煤有限公司被
授予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
行动先进民营企业称号。

据了解，自2016年“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开展以来，市
工商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紧

紧围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工作要求，团结、引导全市940
家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行动，累计投入资金
3.9亿元，实施帮扶项目2089个，
惠及1059个行政村、5.7万余名
群众。

在结对帮扶神木市迎宾路办
事处关崖窑村的过程中，神木市
火焱型煤有限公司先后投资
2000余万元，大力推进土地规划
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配套
项目等工作，助力该村54户165
名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

市工商联获评全国“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先进集体
神木火焱型煤获授先进民营企业称号

府谷民用机场
进入国家发改委可研审查阶段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20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参加大会的
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
庭、文明校园以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王沪宁
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前
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
间，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王沪宁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对精神文明建设战

线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对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殷切期望。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
入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教育，激励干
部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一心奋进新征程。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培养时代新人，推动
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大理想。要把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提升
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增强创建工作实效，反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齐抓共
管、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 （下转第七版）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宋炜 通讯员方茜
张涛报道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
部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
实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奋力谱写榆林新时
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月 16日，市交通运输局
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要把全会提出的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作为工作根本遵循，
结合全市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
编制，谋划好“十四五”时期重点
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具体工作，确
保“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开好
局、起好步。要聚焦加快实现“三
大目标”，扎实推进“交通强市”建
设，着力打造综合交通先行区、人
民满意交通样板区，基本建成“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
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发展新格
局，加快推进交通运输提质增效
和转型发展。

近日，市气象局召开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要求，要坚持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在全市气象部门迅速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
潮，切实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科学编制
符合榆林实际的“十四五”气象事
业发展规划，将风云气象卫星事
业发展融入我市气象事业改革发
展的全过程、各领域，为榆林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气象服
务。要凝心聚力推进各项工作，
持续加强疫情防控，严守安全生
产红线，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11月 10日，市关工委召开
全体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把握核心要义，领会科
学内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将学习宣传贯
彻全会精神与关心下一代工作紧
密结合，发扬“五老”精神，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
继续发挥余热，在做好新时代关
心下一代工作中展现新担当、实
现新作为。

我市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晚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
题为《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和亚
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
情加速了这一趋势。亚太合作未
来的路怎么走，关乎地区发展，关
乎人民福祉，关乎世界未来。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开启亚
太经合组织2020年后的合作愿景
为新起点，开启亚太合作新阶段，共
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
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第一，坚持开放包容。要坚决
维护和平稳定，坚定捍卫多边主
义，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毫

不动摇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
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
易区。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完成签署，也将积极考
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要继续落实亚太经合
组织高质量增长战略和包容行动
议程。中方将举办包容性贸易和
投资研讨会。

第二，坚持创新增长。要促进
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经济治理，营造开
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
境。中方将推动制定智慧城市指导
原则，倡议各方分享数字技术抗疫
和恢复经济的经验，倡导优化数字
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潜力。明
年，中方将举办数字减贫研讨会。

第三，坚持互联互通。要畅通
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
动。中方愿同各方一起积极稳妥
推进人员流动“快捷通道”和货物

“绿色通道”建设，维护全球和地区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运转。促
进各方发展规划和互联互通倡议
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第四，坚持合作共赢。要深化
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
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不
断提升区域合作水平。在协商一
致基础上推进务实合作，妥善处理
矛盾和分歧，维护亚太合作正确方
向，让亚太经合组织行稳致远。中
方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加强疫苗、公
共卫生、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合作，
助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

（下转第七版）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
亚太命运共同体，共创共享亚太和平繁荣美好未来

■当前，世界和亚太正
在经历深刻变革，新冠肺炎
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亚
太合作未来的路怎么走，关
乎地区发展，关乎人民福
祉，关乎世界未来

■我们要以开启亚太
经合组织2020年后的合作
愿景为新起点，开启亚太合
作新阶段，共同构建开放包
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
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中国愿同亚太各方
一道，共创共享亚太和平繁
荣美好未来，向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目标不断迈进

近年来，佳县乌镇刘家峁村
在市公安局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下，大力发展以手工粉条加工为
主业的村级集体经济。仅10月
份，该厂便成功销售粉条4万余

斤，销售额突破40万元。在11月
2日举行的扶贫企业上线运营启
动仪式上，粉条厂又和3家企业签
订了18万斤粉条的预购协议。

“入股之后，既能挣工资，还

可领分红，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
盼头。”该村村民刘如汉说。

图为近日拍摄的刘家峁村老
刘家手工粉条加工厂。

本报通讯员翟晓峰 李捷摄

粉条连通
富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