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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今年以来，神木市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主要抓手，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力实施公民
道德建设、行政效能提
升、法治环境优化、市
场环境净化、人文环境
改善、生活环境优质、
生态环境美化、立德树
人培育八大创建工程，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开展实践活动
培养时代新人

神木市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和主线，
修订了《神木市公益广告展播管理办
法》，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大力刊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提高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 字”的覆盖
面。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 2.2 万余
份，摆放宣传展架200个，张贴创文海
报2000余份，制作各类创文宣传品
12万个。持续深化“厚德神木”建设，
扎实推进“四德六礼”道德教育系列实
践活动。在传统节日广泛开展义务写
春联、慰问道德模范等群众性活动，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百姓日常
生活。

持续开展以诚信教育、道德讲
堂、“新时代好少年”等为主要内容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主题实践活
动和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组织各中
小学开展“清明网上祭英烈”“童心向
党”等主题实践活动，选送150余篇
作品参加陕西省青少年“百年光辉历
程·全面建成小康”征文比赛，开展

“学党史、强信念，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巡讲活动32场次。加强乡村学
校少年宫管理，其中3所乡村学校少
年宫被评为全省优秀学校，3人候选
陕西省“新时代好少年”。

分解创建任务
夯实创文责任

神木市紧紧围绕“信仰坚定、崇德
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
新标准，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有序开展。成立创文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创文方案，将创建
工程任务分解落实到20个镇街、51
个重点责任部门。开展倡导文明健康
生活方式“十项行动”和文明祭奠、文
明旅游、文明交通、文明上网等“争做
文明有礼的神木人”群众性创建活动，
引导市民参与到创文活动中来。

充分发挥文明单位在创文中的示
范带动作用，对该市68个文明校园和

170个拟创建单位进行全面督导检
查，组织252个文明单位与乡村、社区
结对共建，开展“互帮互促创文明”活
动，实现城乡联动、全民共建。

厚植道德沃土
弘扬时代新风

坚持好人典型引领，通过完善机
制体制、培育先进典型、宣传好人事
迹，大力开展系列好人推荐评选活动，
弘扬时代新风。

神木市多方挖掘，让好人脱颖而
出，出台了《道德模范和“神木好人”
评选表彰办法》等，建立身边好人档
案数据库，加强龙华公民道德建设基
金日常管理，好人评选机制体制进一
步完善。

上半年，张应龙、王伟、王振寰被
评为“陕西好人”，张妮等10人被评为

“榆林好人”。表彰神木市首届道德模
范11名、第三届“神木好人”39名、神

木市“荣誉市民”9名，葛宁、刘译荣、
田二女的先进事迹还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进行了展播。持续深化“基金
会+N”表彰模式，厚植道德沃土。组
织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开展事迹巡回
报告活动142场次，拍摄“神木好人”
事迹短片40多个，大力宣传好人事
迹，凝聚社会正能量。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弘扬
时代新风。持续做好理论宣讲、教育
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体育健
身“五大平台”搭建工作，推进各镇
街、村（社区）文明实践所（站）建设。
加强志愿者登记注册管理，新增注册
志愿者661名，新增志愿服务组织14
个。以“六传六习”为实践内容，开展
理论政策宣讲、义诊义演等文明实践
活动1100余次。上半年，该市14个
组织和个人被榆林市评选为“四个先
进”志愿服务典型，受表彰数量居全
市之首。

厚植文明沃土 培育文明之花
——神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纪实

记者 宋艳霞

做月饼 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陈静仁 通讯员 赵娜）

9月10日，榆阳区金沙路街道办事处金榆社
区联合金榆小区南区党支部、万家物业公
司，共同开展“喜迎中秋办实事，齐做月饼送
温暖”活动，组织社区志愿者、在职党员和居
民120余人一起动手做月饼、送温暖，营造
和谐社区、幸福家园的浓厚氛围。

活动中，大家戴好帽子、口罩、手套后
一起制作月饼，有的揪剂子，有的包馅，有
的压模子，还有的负责烤月饼，忙得不亦乐
乎。月饼制作完成后，社区还为辖区单亲
家庭、残疾人家庭等130户困难家庭送上
大米、月饼等慰问品以及中秋佳节的祝福，
让困难群众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图为志愿者将制作好的月饼摆放整齐。
陈静仁 摄

一、网友咨询：不同厂家的疫苗第
一针和第二针可以混合打吗？

市卫健委回复：按照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指南，只要都是灭活类的疫苗，可
以混打。

二、网友咨询：父母给子女转让房
产需要纳税吗？

市税务局回复：根据现行税收政策
规定，直系亲属间房产无偿赠予，免征
赠与方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当事双方
个人所得税；当事双方须缴纳印花税，受
赠方须缴纳契税。印花税：赠与房产订
立的书据按所载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缴
纳印花税。契税：受赠方须缴纳契税，计
税依据由征收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
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核定，税率为
3%。计征契税的成交价格不含增值税。

三、网友建议：希望统一榆林高新
区小学课后托管服务的时间。

榆林高新区管委会回复：高新区义

务教育各学校严格实施“5+2”课后服
务政策，根据市教育局相关文件精神，
课后服务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
排，实行“一校一案”。高新区各学校在
中省教育部门规定的放学时间不得早
于当地企事业单位下班时间基础之上，
结合城区交通拥堵情况实行错峰放学，
不作统一放学时间要求。

四、市民来电咨询：榆阳区居民用
电费用标准如何？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榆林分公司
回复：根据省发改物价〔2019〕549号文
件规定，居民生活电价分为三档：用电量
在2160度及以下，执行第一档电价0.49
元/度；用电量在2161度—4200度，执行
第二档电价0.54元/度；用电量在4200度
以上，执行第三档电价0.79元/度。

五、市民来电咨询：北京市牌照的
车辆能否在榆林市车管所异地落户？

市公安交警支队回复：按照省商务

厅、公安厅、环保厅《关于做好二手车限
制迁入政策落实情况的通知》文件要
求，排放标准为国二及以下的汽油车和
国三及以下的柴油车限制迁入。国二
及以下汽油车和国三及以下柴油车不
在迁入范围之内。根据市商务局、公安
局、环保局《关于转发〈陕西省商务厅、
陕西省公安厅、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
做好二手车限制迁入政策落实情况的通
知〉的通知》要求，环保部门对转入榆林
市的各类车辆需要检测尾气并出具车辆
检测合格报告，对检测合格的车辆由公
安交警部门办理转入登记业务。关于北
京市牌照的车辆在榆林市落户事宜，可

以直接在市公安交警支队车管所进行异
地委托查验车辆，办理转入业务。

六、市民来电咨询：省内其他市户
口需迁回米脂县，是否可以直接在米脂
县办理？

米脂县政府回复：根据《陕西省公
安机关户口办理流程（试行）》的通知
精神，省内户籍迁移试行“一站式”办
理，可持相关资料前往迁入地派出所直
接办理，由于户口迁移原因不同，需提
交的申请资料也有所不同，当事人可根
据自己迁户实际，前往米脂县政务大厅
二楼北侧公安户政窗口、迁入地派出所
当面咨询。 康世亮 刘畅 整理

高新区义务教育学校不作统一放学时间要求

靖边县杨米涧镇

助力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本报讯（通讯员 陈治武 王巧娜） 近日，靖边县杨

米涧镇携手靖边县万发油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爱心
助学活动，为该镇刘雅馨等6名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

活动中，万发油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刘雅馨资
助1万元，靖边县教体局资助其3000元，杨米涧镇政
府资助5000元。同时，杨米涧镇政府还为其他5名困
难大学生每人资助2000元，并鼓励他们要克服困难，
好好学习，努力拼搏，早日成材，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红色家风主题诵读

本报讯（通讯员 尹晓娜） 近日，榆阳区青山路
街道办事处常乐路社区在博铭书苑公益读书点开展

“清风徐徐，德润榆阳”红色家风主题诵读活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优良家风。

活动中，大家以朗诵经典和讲述红色故事的方
式，将传承优良家风、建设文明家庭的重要性传达给
在场的每一位听众，引导人们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传承红色基因。

通过本次活动，教育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在培育良
好家风、弘扬传统美德、建设文明家庭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让红色家风在广大家庭中落地生根。

图为诵读活动现场。 尹晓娜 摄

清涧县再获“陕西省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闫军） 近日，省文旅厅发布
“2021年度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清涧再次
上榜，凭借“清涧道情”喜获2021—2023年度“陕西省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清涧是久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县，有深厚悠久的文
化底蕴。清涧道情是清涧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之一，距
今已有近千年历史。2004年，清涧县被命名为“清涧
道情之乡”；2008年，清涧道情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2年，清涧县被列
入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18年，清涧县荣获“陕
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榆阳区新楼社区

爱心传递文明 奉献温暖民心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丹） 近日，榆阳区新明楼街

道办事处新楼社区联合“双报到”单位榆神煤电公司
开展“爱心传递文明，奉献温暖民心”活动。

新楼社区辖区内老旧小区较多，有小区院落94
个，流动人口1000多人，社区治理难度大。活动中，新
明楼街道办主任肖蓉与榆神煤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朱
向军一行来到华府小区及周边院落，调研小区庭院

“微治理”工作，实地查看小区治理存在的问题，现场
协商落实治理方案和措施。随后，走访慰问了12户困
难群众，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健康以及就业状况，并
送上慰问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鼓励他们保持乐观
心态，积极参与和支持社区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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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邮政管理局

举办道德讲堂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秦婷） 9月6日下午，榆林市邮政

管理局举办以“爱国情、奋斗者”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围绕“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

谈感悟、送吉祥”5个环节展开。活动中，全体干部职
工高唱《歌唱祖国》，随后集体观看了“七一勋章”获得
者石光银的治沙先进事迹展播，诵读了毛泽东的经典
名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并在卡片上为身边同事
和劳动模范写下真挚的祝福语。

在现场交流环节，大家纷纷表示，本次道德讲堂让
他们深刻感受到石光银不畏艰辛、努力奋斗的高贵品
质。在今后的工作中，他们将以先进模范为榜样，坚定
理想信念，认真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邮政为
人民的服务理念。

佳县

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
本报讯（记者 苗丽 通讯员 韩晓月） 9月11

日，是第22个“世界急救日”。当日，佳县红十字会联
合各社区组织开展了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佳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向群众讲解了
急救、心肺复苏等专业知识，对相关救护操作要领进
行了现场示范。工作人员还现场向群众发放了应急
救护手册、急救包等，增强了公众的防护意识、社会责
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