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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杨 妮）11 月 15 日，市委网信办召开干
部职工会，学习传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安排部署
全市网信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会议强调，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扎实推进网络生态治
理，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增强主流思想舆论的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要在狠抓网络安全防护
上下功夫，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做到及时精准识别风险隐
患。会议要求，全市网信系统要认真做好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网上宣传工作，确保网上舆论健康有序。要
抓好全市网信系统自身学习工作，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
代网信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能力本领。要严明纪律、准确
解读，切实把牢网上舆论基调和导向。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推进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工作。要抓好机关作风建
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做好市委巡察回头看工作。

市委网信办

本报讯 （余 婷 林鹏飞）11月 18日，市文联召开
会议，专题学习传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商洛文艺界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统
筹学习和工作，将学习全会精神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
来、同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同推动文艺事业持
续繁荣发展结合起来，切实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
共识、坚定信心、增强斗志，为打造“一都四区”、助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新时代商洛文艺力量。要迅速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协学会主要负责人
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和文艺责任，做到思
想重视、学习先行、行动坚定、工作带头，以学习全会精
神为契机，奋力冲刺年度目标，为力推“文化绿洲”文艺
事业持续繁荣发展。

市文联

本报讯 11月16日，市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市委
常委会、省委组织部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全市组织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用全会精
神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增强斗志，切实把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转化为抓落实的强大动力。

会议强调，要加强学习宣传，以县处级领导干部和镇
办党政正职为重点，分级分批抓好培训轮训，灵活形式开
展学习研讨，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要推动落地落实，立足组织部门职能职责，紧盯年度重点
任务，强化推进举措，着力在建强组织体系、锻造过硬队
伍、集聚优秀人才中扛起组工担当、贡献组工智慧、展现
组工力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市委组织部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

赓续百年来传承的精神血脉，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
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征程中，谱写了一组组铿
锵的时代音符，奏响了一曲曲激越的奋斗之歌，构筑成气
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信念，矢志不渝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17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 30 年代初，华屋村 17 名青年参加红军，相约

栽下 17棵松树。革命途中，他们壮烈牺牲，这些松树被称
为“信念树”。

当年24万人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支前，其中有5万
余人为革命捐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就达到了1.08万人。

从瑞金到延安，从鄂豫皖到陕甘宁，从左右江到西柏
坡……老区的英雄事迹就是最好的叙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
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和贡献永
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历史丰碑上。 （下转2版）

爱 党 信 党 鱼 水 情 深
——老区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本报讯 （宋雨萌）近日，丹凤县棣花
镇棣花社区举办平安创建暨“人盯人”+基
层社会治理片长培训会,进一步强化社区
全体干部、片长及包村领导对平安创建及

“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认识，进一
步夯实了片长的任务和职责,营造平安和
谐、美丽幸福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为全力推进“人盯人”+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1844”工作机制落实，丹凤县以

“治理方式扁平化、联系群众零距离、激活社
会微细胞、智慧赋能高效率”为主线，聚焦政
策宣传、防汛救灾、返贫监测、矛盾调处、治
安联防、护林防火、风险防控、秦岭保护八大
领域，创新“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划片管
理、一人多岗、平台运行、系统调度四条路

径，坚持动态与静态、人防与技防、管人与管
事、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实现共
同管理、共同治理、共同缔造、共同幸福四大
目标，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丹凤县及时落实 10 月 8 日全市“人盯
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现场会会议精
神，制定《丹凤县“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1844”机制实施方案》，成立丹凤县“人盯
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下设总指挥部，具体负责“人盯人”+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的组织领导和日常
管理等工作。同时，建立县总指挥部、镇办
指挥部、村（社区）指挥所、组长、片长五级指
挥体系。总指挥部下设指挥中心、研判会商
室、工作调度室。镇办设立指挥部，指挥长

由党（工）委书记担任、副指挥长由镇长（办
事处）主任担任。村（社区）设立指挥所，所
长由包村科级领导担任，副所长由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担任。组长兼任片
长，并负责对其他片长的管理，片长从护林
员、地质灾害监测员、防
返贫监测员、秦岭生态环
境监测员、公益岗位、党
员、退休干部选配。

为顺利推进工作机
制建立，丹凤县组建了各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
员的工作专班，具体负责
机制建设部署安排、推动
落实工作。专班设立办

公室，从县委政法委和县委宣传部、县发改
局、公安局、林业局、应急局、司法局、乡村振
兴局、农业农村工作局等 9个部门抽调业务
骨干 15名为工作人员，专职专责集中攻坚，
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下转2版)

加 快 建 成 体 系 高 效 服 务 于 民

本报讯 （记者 李小龙 刘 媛）11 月 24 日，全市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观摩活动正式开始，与会人员沐浴着
冬日暖阳，先后在镇安县、柞水县、山阳县观摩了 7个重点
项目建设情况，大家看项目、找差距、比质量，不断凝聚发
展共识，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市委书记郑光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凯盈，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青峰，市政协主席高健，市委常委李波、马生
龙、于震、张礼进、陈璇、赵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录
印，副市长周秀成、李华、矫增兵，市政协副主席苏红英出
席观摩活动。

与会人员首先在镇安县观摩了汉白玉新材料产业园

项目、柏宏欧利塑业环保方底阀口袋生产线项目和侏罗
纪梦幻世界项目。栩栩如生的汉白玉雕塑工艺品吸引大
家驻足观赏，经过自动化切割机制成的汉白玉天然板材
外形美观、用途广泛。汉白玉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年产值 8.1 亿元、税收 1.1 亿元，充分开发利用全
国储量第一、白度第一、纯度第一、品质第一的汉白玉资
源，按照“五化”要求打造的汉白玉新材料绿色企业、现代
企业、链主企业，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
柏宏欧利塑业环保方底阀口袋生产线车间里，机器高速
运转，工人们紧张忙碌，一个个环保方底阀口袋经过流水
作业被运输出来，堆放整齐。该项目总投资 5.5 亿元，规

划建设环保编织袋生产线 10 条，现已建成 5条，产品绿色
环保，畅销国内国际，带动解决 600 多人就业。走进侏罗
纪梦幻世界，惟妙惟肖的情景再现、美轮美奂的景观布
置，展现了恐龙时代的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三个梦幻
时期，游客欢声笑语沉浸其中。该项目总投资 10.8亿元，
以穿越侏罗纪时代为主线，集游乐观光、穿越体验、科普
研学、休闲度假、综合服务为一体，吸纳稳定就业 202 人，
带动创业就业 2000多人。

随后，与会人员来到柞水县，观摩了梨园三产融合
项目、陕西盘龙药业综合制剂与提取强链项目和玉窑木
耳菌包生产线改扩建项目。步入掩映于绿水青山间的
梨园村，随处可见北美冬青靓丽的红果挂满枝头，显得
十分耀眼和喜庆，干净整洁的房屋和院落都被蓬勃生长
的红豆杉包围着，村民在冬日暖阳下制做烧酒、挂面，幸
福溢于言表。该项目总投资 15.7 亿元，采取“集体经
济+”等合作模式与农户紧密联结，实现农旅、文旅、康养
等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就业创业 1500 人。陕西盘龙药
业综合制剂与提取强链项目总投资 6.5 亿元，主要建设
研发楼、实验楼和前处理提取、综合制剂、中药饮片、健
康食品、醋酸棉酚原料药等车间及综合仓储等配套设
施，建成后年中药材处理能力由 800 吨扩大到 4000 吨，
年产值由 10 亿元扩大到 50 亿元以上，年上缴税金达 5
亿元，带动 1600 余户群众发展中药材种植，辐射带动
5500 余人就业增收。在玉窑木耳菌包生产车间，装袋、
高压高温灭菌、冷却、接种、培养等程序正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该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更新菌包加工生产设备
130 台（套），新（改）建养菌室和木耳菌包暂存库 2 万平
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
高的木耳菌包生产基地，年产菌包可达 3000 万袋，实现
产值 8000 万元。

在山阳县，与会人员观摩了食用菌产业示范园二期
项目。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一簇簇洁白饱满的
银耳香气袭人，一袋袋营养可口的海鲜菇被工人包装起
来运往全国各地。该项目总投资 3.86 亿元，主要建设
4000万袋菌袋培养周转车间，1200万袋海鲜菇工厂化生
产区、食用菌冷链仓储车间、食用菌产品深加工包装区，
智能化爱尔兰试验大棚，推动食用菌产业形成产业化、绿
色化、高端化、集约化、集群化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观摩活动进入第一天

——基层社会治理的商洛创新

打造“一都四区”推动高质量发展

11月22日，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社区医院党支部爱心捐赠公益活动在丹凤县雨花友谊小学（第六小学）
举行。该医院向雨花友谊小学捐赠了价值2.3万多元的御寒衣物和学习用品。 （刘春荣 摄）

本报讯 （段光耀 任 勇）
今 年 8 月以来，我市把“两边一补齐”
两年行动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性举措，聚
力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边建设秦岭
山水乡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组
织领导、夯实责任、健全机制上精准
发力，在巩固成果、人居环境、基础设
施上多点突破，推进“两边一补齐”两
年行动取得阶段性胜利。

市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先后
召开视频调度会 7 次，召开以五强化
五确保工作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两边一补齐”现
场会；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
市交通局分别成立工作专班，7 县区
和商洛高新区均成立相应领导机构，
全市步调一致高位推动活动扎实高
效开展。

市县镇村分别制定“两边一补
齐”两年行动实施方案；市农业农村
局建立县、镇、村三级建设秦岭山水
乡村责任清单；市交通局印发全市乡
村道路品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和市
级部门包抓镇办村组道路任务计划
表；市乡村振兴局出台建立五强化五
确保工作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意见，全市形成了市县镇村协同推
进的工作格局。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发挥领导小
组办公室牵头抓总职责，健全了调度
通报、暗访督查、约谈问责、考核评
比、典型宣传五项机制，累计印发《专
报信息》38 期、《调度通报》5 期，先后
组建 6 个督查组深入村组明察暗访，
下发整改通知 5 件，督办问题 89 个，
确保了“两边一补齐”两年行动有力
有序推进。

通过“六查六问”，持续巩固“两
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全市
累计走访农户 63.84 万户，排查监测
户 4462 户，摸排潜在风险户 1.06 万
户，3 万余名干部与“三类户”和潜在

风险户结对帮扶，1240 个村实现帮扶力量全覆盖。全域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累计投工投劳 11.49 万人次，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 7249 吨、污水 414 处，清理河道 1291 公里，拆除废旧厕所
1654 个、废旧猪圈 397 个，打造了山清水秀村美的“净美商
洛”。完成道路硬化 279 条 263.16 公里，完成绿化 54.77 公
里、亮化 83 公里、安防 180.73 公里，修复水毁县乡村组道路
680条 868.8公里，清理县乡村组道路塌方 3148处 118.9万立
方米，畅通了群众出行，方便了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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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2424日日，，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观摩活动与会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观摩活动与会
人员在镇安县观摩汉白玉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人员在镇安县观摩汉白玉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