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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商纪办）4 月 24 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雷西明深入洛南县调研督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职责职能，坚持守正创新，精准有效开
展过渡期专项监督，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商洛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

在洛南环亚源铜业有限公司，雷西明实地查看企业建设、研
发、管理等情况，强调要围绕园区定位延链补链强链，提升产业
集群化水平，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洛南县华阳收费站，雷西明
详细了解防疫值守、“双检”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克服麻
痹侥幸心理，从严从紧落细落实防控措施，筑牢安全屏障。在保
安镇仓颉小镇、景村镇御史村，雷西明认真观看图文、视频、展
物，强调要打造特色文化精品，深入推进清廉商洛建设。

雷西明强调，全市各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中心大局，监督保
障市第五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实落地，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都四区”建设、常态化疫情防
控等重点任务，盯责任、保落实，盯问题、纠偏差，盯隐患、防风
险，盯短板、促整改。要深化整治赢民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对
惠民富民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整治，巩固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果，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焦干部作风顽疾，纵深推进

“提士气、强担当、建机制、促发展”作风建设，弘扬“勤快严实精
细廉”作风，以优良作风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雷西明在洛南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疫情防控等工作

4月18日，商州区板桥镇两岔河村村民有序开展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据了解，板桥镇通过示范带动，使
广大农户掌握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技术。目前，全镇已落实玉米、大豆复合套种面积1500多亩，百亩成片示
范田310亩，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 （本报记者 王孝竹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思雨）4 月 25 日，我市举
行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首发仪式。

首发仪式上为 16 位退役军人颁发了优待证。
据了解，凭退役军人优待证，持证对象主要可享受在
全省行政区域内的铁路、公路、航空、港口、金融、公
园、风景名胜区、旅游风景区、博物馆、纪念馆、开放
的文物保护单位、市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和
场所享受优先服务；在全省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医疗
服务机构享有优先挂号等服务；优先办理民政服务

事项等。
“感谢党和国家时刻记得我们，优待证不仅是我

们享受国家和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有效凭证，更是
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认可和关爱，让我们广大退
役军人有了更多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归属感，是退役
军人荣誉的象征，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们要继续发
扬军队的光荣传统，牢记建设家乡和保一方平安是
我们每一个退役军人应尽职责和光荣使命。”退役军
人代表叶小颖说道。

我市举行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首发仪式

本报讯 （通讯员 曹燕
山）商 南 县 金 丝 峡 镇 紧 紧 围 绕

“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
的总体布局，坚持以“三聚焦三
抓实”引领新作为、彰显新担当，
为当地发展增添强大动能。

聚焦主责主业，抓实三个推
动。强化责任推动，围绕产业链
条、服务企业、项目发展、招商引
资、人才创业、驻村兴农、带富领
飞七大方面，成立领导机构，为
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提速加
压”；实施观摩推动，建立“一周
一调度、一月一观摩”的常态化
推进格局，精心组织召开观摩总
结会，达到了观摩一点、打造一
线、带动一片的综合效应；开展
展评推动，举办“三百四千”工程
奋力赶超行动展评活动，重点对
工作台账、项目发展、产业进度
和驻村队伍管理等进行全方位
展示评比，达到以评促学、以评
促进、以评促改的展评目的。

聚焦兴产兴农，抓实“三个
示范”。打造示范村，通过筹建
三个“千名党员驻村兴农”示范
村和三个“千名头雁带富领飞”
示范村，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造示范
产业，在选产业、培产业、兴产业
上持续发力，制定了以木耳、五
味子、红仁核桃为主导的示范产
业，夯实了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坚强基础；打造示范项目，依
托二郎庙村的田园景观、生态农
业和乡土生活，建成二郎庙村史

馆、陕南茶馆、水杂果采摘园，推动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和农耕体
验成为富民产品和示范项目，使绿水青山和特色文化的经济效
益实现“双释放”。

聚焦规范提升，抓实“三个过硬”。锻造过硬党支部，形成以“科
级领导包村、普通干部包户、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单位结对”的组团
式工作格局，把组织优势转为发展优势，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硬”起来，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拢聚过硬人才，组织召开全镇
经济社会发展暨项目推介座谈会，现场动员企业家返乡创业，同时
实施务工人员回引、外出人员回归、大学生回流“三回”工程，吸引产
业能手、技术骨干、退役军人和致富带头人等各类“硬”人才在乡村
振兴中建功立业；淬炼过硬作风，实行“一检二单三评”考核机制，激
励全体干部在“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中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以过硬作风不断开创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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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佳琳）丹凤县
蔡川镇聚焦党建引领村级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统筹各方资源，建立产业链联合党
委，创新“五强化五统一”工作机制，推动
党建与产业联动、融合、共赢发展。

强化党建引领，统一思想抓链条。
镇上成立产业链联合发展办公室，制定
联合党委工作制度、联席会议制度、评估
考核督导制度等规章制度。吸纳 133 名
党员成立天麻、五味子、食用菌、养殖、苗
圃、核桃、劳务、农文旅、矿业 9 个产业链
党支部，建立产业链和党支部两条线，分
别设立一个链长、一名指导员，一个书
记、两名委员，链长指导党支部发展、支
部委员兼任技术指导员。

强化整合资源，统一规划抓发展。
联合党委定期分析研究发展思路，谋划
产业规划，统筹镇情、资源、群众发展意
愿等方面，制定产业发展五年规划。充
分发挥联合党委核心引领作用，围绕“畜
药矿果劳”五大主导产业，按照“一村一
品、一村一特色”产业发展布局，因地制
宜，打造多点开花，以点串线，点面互联
的产业格局。

强化党社联建，统一模式抓联结。
打破各合作社单打独斗局面，全面推广

“党社联建·村社合一”推进乡村振兴模
式，将 21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镶嵌在产业
链上，统一规划、抱团发展，坚持做大做
强主导产业、做优做精特色产业，逐步形
成“一链条一特色”的产业发展优势，实
现由个体到群体再到产业化基地最后到
龙头企业落户的良性发展。

强 化 人 才 培 育 ，统 一 培 训 抓 产
业。产业链联合党委定期为企业、合
作社和党支部提供技术和政策咨询，
成立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站，对在外经
商企业家、高校专家教授及毕业生、退
伍军人及返乡创业人员等专业人才进
行摸底，建立乡村振兴人才储备数据
库，定期开展远程座谈交流。储备各
类人才 30 人，发挥人才作用开展交流
指导 2 次，开展各类培训 1 期，培训 30 人次。

强化服务保障，统一机制抓管理。联合党委下设综合协
调组、招商引资组、技术指导组、日常管理组、督查督导组 5 个
联合发展工作小组，协调推进产业联合党委工作开展，完善重
点产业发展规划，统筹整合中央和省、市、县相关政策和资源，
协调各党支部做好项目申报和运行数据对接，指导督促各党
支部抓好工作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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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 婷）4 月 25 日，四集人文地理纪录片
《丹江》开机仪式在市区丹鹤楼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
部部长贾永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水利，副市长温琳，市政
协副主席杨建军出席活动并共同为四集人文地理纪录片《丹江》
开机揭镜。

丹江是商洛人的母亲河，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
地，是商於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着中国水利史的重要篇
章。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厚植绿水青山发展底色，
坚定当好秦岭生态卫士，打好碧水保卫战，丹江生态环境持续得
到有效改善，建设成为一条绿色发展的百里丹江生态文化长廊。

为了充分展示丹江流域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凸现丹江两
岸深厚的人文地理魅力，由市文旅局策划，商洛广播电视台联合
商洛籍纪录片导演殷书祥团队，组建专业团队，共同摄制四集人
文地理纪录片《丹江》。该纪录片分为《秦岭之水》《文化绿洲》

《时代江河》和《生命水源》四集，每集时长 25 分钟，以“寻根、怀
古、品鉴、体验、探寻、弘扬”为主线，致力于保护、传承和弘扬秦
岭——丹江生态文化，挖掘其蕴含的时代价值，打造一部迄今为
止最为完整、壮观的丹江影像。

四集人文地理纪录片《丹江》已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
项目之一，将成为商洛对外宣传推广的精品力作。该片摄制完
成后，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栏目播出，向全国人民展示
一条不一样的丹江、一个不一样的商洛。

四集人文地理纪录片《丹江》开机

1.市级文明县城（1个）
洛南县
2.市级文明单位标兵（12个）
商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商洛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商洛市交投汽车运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商洛市商州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洛南县气象局
陕西丹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丹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山阳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柞水县委组织部
柞水县残疾人联合会
柞水县统计局（含普查办）
3.市级文明单位（32个）
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
商洛海关
商洛市建筑勘察设计院
商洛市政务服务中心
商洛市社会福利院
商洛市莲湖公园管理中心
商洛市计量测试所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商洛石油分公司
商洛市商州区乡村振兴局
商洛市公路局商州公路段
商州区第四幼儿园
陕西康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南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商洛市公路局洛南公路段
洛南县中医医院
丹凤县竹林关镇中心卫生院
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
商洛市公路局商南公路段
商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南管理部
商南县西关幼儿园
商南县青山镇中心幼儿园
商南县雅都幼儿园

山阳县融媒体中心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山阳县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山阳县烟草专卖局
国网陕西省供电公司山阳县供电分公司
镇安县乡村振兴局
镇安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镇安县档案馆
柞水县委党校
柞水县审计局
柞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4.市级文明村（18个）
商洛市商州区牧护关镇大商塬村
商洛市商州区城关街道办事处西苑村
洛南县三要镇永坪村
洛南县三要镇罗村村
洛南县城关街道腰庄村
丹凤县武关镇段湾村
丹凤县铁峪铺镇化庙村
丹凤县花瓶子镇花中村
商南县试马镇大坪村
商南县富水镇茶坊村
山阳县十里铺街道王庄村
山阳县漫川关镇小河口村
镇安县米粮镇东铺村
镇安县铁厂镇铁铜村
镇安县达仁镇狮子口村
镇安县西口回族镇岭沟村
柞水县小岭镇岭丰村
柞水县红岩寺镇本地湾村
5.市级文明社区（4个）
商南县城关街道东兴社区
山阳县城关街道九子碑社区
镇安县永乐街道北城社区
柞水县乾佑街道迎春社区
6.市级文明校园（12个）
商洛市商州区第六小学
商洛市商州区城关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洛南县高耀镇前河小学

洛南县杨圪崂中学

丹凤县峦庄镇中心小学

商南县恒大小学

商南县金丝峡镇梁家湾九年制学校

山阳县中村镇洛峪九年制学校

山阳县天竺山镇碥头小学

山阳县板岩镇中心小学

陕西省镇安中学

柞水县蔡玉窑九年制学校

7.市级文明镇办（5个）
洛南县三要镇

丹凤县蔡川镇

山阳县西照川镇

镇安县木王镇

柞水县乾佑街道办事处

8.市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4个）
商洛日报社

共青团商洛市委

商洛市财政局

商洛市教育局

9.市直县级文明单位（15个）
商洛市信访局

商洛市体育局

商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商洛广播电视台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商洛市分公司

商洛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商洛市旅游服务中心

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

商洛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

商洛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商洛市药品检验所

商洛市殡仪馆

商洛市荣康医院

商洛市道路工程监理咨询所

陕西交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度商洛市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名单
（共103个）

陈彩霞家庭
田 东家庭
刘 万家庭

温学辉家庭
李敏锐家庭
姚 佳家庭

孟 然家庭
祁宗勇家庭
肖绪勤家庭

祝希兰家庭
李学成家庭
王 盟家庭

王乐琴家庭
陈世英家庭
全 杰家庭

朱 明家庭
李三军家庭
于旭峰家庭

第三届商洛市文明家庭
（18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