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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前夕，商州区腰市镇江
山村村民张彦锋正在打扫自家卫生，他与
妻子在秦岭江山景区经营着一家农家
乐。“趁着假期前把店里打扫干净，提前准
备好食材，节假日客人是一波接一波地
来，忙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2015年，
张彦锋结束了20年的打工生涯，从广东回
到家乡，在村上各项政策支持下，开办了
“江醉最美人家”农家乐，年收入达20多万
元，成为村里脱贫致富的典型。张彦锋告
诉记者：“自从江山景区开始建设之后，家
乡变得越来越美，来这旅游的人也越来越
多，我就带着媳妇回来开了这家农家乐。
旺季时最多一天能接待30多桌客人，收入
能达到一万多元。”提及现在的生活，张彦

锋脸上浮现着笑意。
江山村离市区不远，交通方便，得天

独厚的自然风光令这里成了一个环境优
美的度假胜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前来
游玩的旅客络绎不绝。张彦锋说：“游客
大部分都是从西安和商洛市区过来的，想
来这里尝尝纯正的农家菜。”为了抓住游
客们的味觉，张彦锋特意从河南采购了鹿
茸菇、猴头菇等特色山珍，还专门学习了
烹饪技巧，再配合自家养殖的土鸡以及香
椿、荠荠菜、商枝等时令野菜，融合成了独
具特色的农家菜系，让游客们吃一次就能
牢牢记住。“来我家吃饭的客人，我不敢说
百分之百都喜欢吃，但起码有百分之九十
的客人吃了都会夸赞。”一谈起自家的饭

菜，张彦锋的媳妇李若冰忍不住向记者夸
到。李若冰是地道的四川人，与丈夫经营
农家乐是第6个年头，近几年，看着生意越
来越好，两口子合计着将经营范围扩大，
勤劳能干的李若冰也积极
地帮丈夫出谋划策，创新
菜品。2019年，他们在景
区内承包了小吃摊位做起
了酸辣粉，鲜香麻辣的正
宗四川酸辣粉又为张彦锋
家吸引了不少游客，也增
加了经济收入。“今年我
在景区承包了6个小吃摊
位，除了自己经营，还租
赁给周围村民，他们卖糍

粑、凉粉鱼、神仙叶凉粉等小吃，生意都很
不错。”在张彦锋的带动下，村里十几位村
民通过务工、开小吃摊等渠道实现了年增
收几万元。 （下转2版）

江山村江山村 舌尖美味带动致富 农家餐桌圆梦小康
本报记者 米子扬 侯 彬

本报讯 (杨 玺)今年来，
山阳县坚持生态发展理念，以城
市管理专项整治为抓手，着力提
升城市品位及精细化管理服务
水平，营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生活
环境，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市容市貌环境持续向好。
集中开展“城市洁净”行动，对街
边垃圾、道路扬尘以及违规户外
广告等进行专项整治，确保城市
环境干净整洁。今年来，增加城
区保洁员25名，更新垃圾收集箱
15个、购置垃圾收集桶200个，
在公共区域安装烟头收集设施
55个。累计清理垃圾160多吨、
野广告3000多处，查处占道经
营摊点850多处、乱停乱放车辆
125 辆，拆除各类户外广告牌
196处；开展渣土车联合执法6
次，下发整改通知书31份、处罚
决定书12份。

市政配套设施日趋完善。
建立市政设施巡查管理制度，
按照“小修为基础、中修为重
点、大修为补充”的原则，组织
专业管护队伍对市政环卫设施
定期巡查，做到随坏随修，市政
设施完好率达到98%以上。今
年来，改造及新建雨污管网
1830延米，修复车行道865㎡、
人行道 1230㎡，建设垃圾分类
收集亭3处、环卫工人爱心驿站
3处，提升改造城市公厕15座，
创建最美公厕3座，改造提升丰
阳大道河堤绿化及健康步道1.2
公里，补植城市绿地1560㎡，培
育、指导创建省市级园林式单
位(居住区)3个，进一步增强了
群众获得感。

停车管理难题逐步化解。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加
快推进智慧停车、智慧城管平台等城市服务设施建设，逐
步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式、全方位的停车保障体系，逐步
缓解“停车难、行车难、管理难”问题。目前，已安装路侧
太阳能平板停车设备1500个，新增加路侧泊位600个，
有效缓解了城区停车压力。

垃圾污水处理严格规范。全面开展城镇污水处理
提质增效三年行动任务，推进污水处理 PPP 项目建
设，加快城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加强污水处理厂、垃
圾填埋场设备设施维护更新，不断提高垃圾污水收集
处理效能。目前，县城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 98%以
上，污水处理率达到91%以上。污泥含水率60%以下、
处置率达到100%。

民生保障项目加快推进。加快推进“气化山阳”工
程，延伸城区集中供热主管网敷设区域，健全完善管道
安全防控机制，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强化应急防御处置
措施，确保供气供热设施安全运行。今年来，新建气站
2个、敷设供气管网21公里，新增供热面积150万㎡，进
一步改善了县域能源供应结构，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
指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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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央人大
工作会议10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
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
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
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
度。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不断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
结的政治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
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栗战书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
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
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
历史周期率。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创
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全局出
发，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
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强
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

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
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
重要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
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我们要毫不动摇坚
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
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确立的
制度、原则、规则得到全面实施，要加强对宪
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地方各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法
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自觉维
护国家法治统一。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
善治。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把改革发展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
合起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
域、涉外领域立法。要发挥好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习近平强调，要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
督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聚焦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推动
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要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完
善人大监督制度。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
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
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
受人大监督。 （下转2版）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 断 发 展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

10月12日，市中药材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商州区大赵峪街办罗山村的黄芩种植基地，调
研中药材根结线虫发生情况，并现场为当地群众指导讲授中药材病虫害的防治办法，为药农提升药材质量和效益奠定
了基础。 （记者 王 倩 摄）

本报讯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按照“政府主导、
部门合力保障有力、加快推进”的发展思路，以建设人民满
意交通作为根本宗旨，开展以乡村道路硬化、绿化、亮化、美
化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道路品质提升工程，实现全县农村
公路“畅、洁、绿、美、安”的目标，深化巩固交通脱贫攻坚与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成果，加快推动“四好农村路”高
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据了解，本次乡村道路品质提升工程的实施范围为全县
10个镇办126个行政村(社区)以及1781个自然村所涉及的
县乡道路和村组道路。按照“市级部门包抓镇办，县政府统
筹，各镇村具体实施”的方式组织实施，主要是村庄道路划线
设标、自然村组道路硬化、已硬化村组道路增设路灯、完善绿
化、补齐安防设施、落实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坚持“实际实
用”，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和单个项目里程。不具备条件、近期
列入生态移民搬迁、触及生态环境保护底线的自然村通组道
路不纳入本次实施范围。“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工作以村
组道路硬化为主，统筹实施绿化、亮化，实施通组路155条
215.62公里，绿化274条369.3公里，亮化570条578.42公
里，生命安全防护工程368条480.38公里。

商南推进乡村道路品质提升工程

本报讯 (曾维丹)近年来，柞
水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焦秦岭生
态环境修复，扎实开展“五乱”问题
整治，不断巩固整治工作成效，努力
实现秦岭生态环境常治长效。

该县提格调整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组织机构，成立柞水县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建立健全
河长、林长、路长、田长制度，落实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执法和联
席会议制度。制定《柞水县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全面夯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
作责任，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提供了坚强保障。

县上及时修编完成了《柞水县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划定
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
区范围，绘制全县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分区保护详图，积极推进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加快“三区三线”
划定工作，加强规划有机衔接，推进
空间管控、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重点工作，全面实施重点保
护区、一般保护区产业准入清单制
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城镇空间布
局、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相适应。

在工作中，柞水县重点围绕打
好“碧水”保卫战、“蓝天”保卫战、
“青山”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确
保出境水质稳定在Ⅱ类标准以上，
今年1月至7月柞水空气优良天数
累计排名全市第一，巩固了秦岭生
态环境问题整治成果。

同时，印发了《柞水县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加大《环境保护法》《城乡规划法》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
法规执法力度，综合采取明察暗
访、专项整治、联合执法等有效方
式，从严从快打击乱搭乱建、乱砍
滥伐、乱采乱挖、乱排乱放、乱捕乱
猎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该县公安机关共侦破破坏秦岭生态环境违法
刑事案件15起，刑事处罚20人，查处案件8起，刑事处理
12人。在全社会形成了严厉打击破坏秦岭生态环境违法
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和有力震慑。

柞
水
全
力
做
好
秦
岭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本报讯 (陈 波)近期，丹凤将招商引资纳入全县作
风建设专项整治的七个方面之一，重点解决招商引资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强化制度保障。印发《丹凤县招商引资工作作风建设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重点解决干部职工思想僵化、因循守
旧等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以问题整改倒逼招引工作开
展。修改完善《丹凤县招商引资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纳
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

狠抓精准对接。以节会招商为平台，提高招引成功率
和项目落地率。目前，与林业碳汇、新型防水材料、西安交
大“乡村振兴”研究院分院、产业物联网运营总部、两岭古
村落开发、秦岭农特产品产业园、有色金属循环产业园、水
资源综合利用、高端纸品、单晶拉棒等一批项目初步达成
合作意向。其中，总投资额15亿元的华能集团农光互补

及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签约落户丹凤。
创新招引方式方法。围绕“3+3+3”产业格局及“两新

一重”等领域，大力培育“链主”企业，支持“链主”企业优化
升级，带动重点产业链集群化发展。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办法》，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出台《丹凤县招商引资产业引导基金设立方案》，从基金规
模、资金来源、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明确。出台《丹凤县重
大项目招商引资政策导则》，围绕现代工业、特色农业、现
代服务业三大领域，从投资额度、土地分则、规划分则、政
策扶持等方面明确落地项目政策导向。

推进项目快速落地。针对第五届丝博会签约项目，按照
“谁签约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原则，做到责任到人、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量化考核。目前，在第五届丝博会上签订合同
项目24个，已开工20个，开工率达到83%。

丹凤以干部作风建设促进招商引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