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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红薯成了一个乡镇
脱贫致富的主力军，成了让贫
困户赞不绝口的“致富宝贝”。
10月 10日上午，绥德县首届

“农民丰收节”暨沙地红薯产业
扶贫和特色农产品交流展销会
在绥德县崔家湾镇绿源生态园
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红薯经
销商、生产商、专家共100多人
参与交流，进行红薯品鉴，数家
企业现场进行供销签约。整个
活动期间，绥德特色农产品将
持续展销。

今年 72岁的贺汉深是崔
家湾镇的农民，此次他作为种
红薯能手之一应邀参加。据他
介绍，自己种红薯已经很多年
了，但从来没有把红薯种的像
今年这样好。他用手比划，他
今年收获的最大的一个红薯，

“足有七斤多嘞。”
贺汉深说，这都是政府的

功劳。原来，今年他在政府的

科学指导下，采用了新的红薯
苗，抱着半信半疑种植了 4分
地，没有想到竟然收获了2000
多斤红薯，这让他高兴不已。

“一斤红薯一块钱，活这把岁数，
想也没想过。”贺汉深笑着说，他
们家种植的红薯谁看见都爱得
不行。

尽管贺汉深的红薯已经大
的令人咋舌，但在展销会上，他
的红薯还是小了些。此次获得
一等奖的单株红薯产量重
12.18斤。“大块头”让在场的观
者无不称奇。会场一旁的烤红
薯锅炉旁围满了人，只要有红
薯出锅瞬间就被一抢而空。

作为崔家湾镇最大的红薯
种植企业，创办于2012年的崔
家湾镇绿源公司于2013年，经
镇党委批准，成立了流动党支
部，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形成

“借布还物”“借鸡还蛋”“借仔
还猪”“借苗还果”“借树还果”

“借地还林”的“六借六还两优
先”的“合作社+贫困户”帮脱扶
贫模式。

据了解，目前绥德县红薯
种植面积达 3万亩，涉及农户
5000多户，年产量达6万吨，年
产值1.2亿元，红薯产业已经成
为全县农民脱贫致富的一项长

效产业。同时，以绿源生态示
范园等4个AAA级景区、6个传
统古村落、34个美丽宜居示范
村为引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延伸产业链，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
定坚实的基础。

文/图本报记者刘美

本报渭南讯（白妮记者杨晶）
近日，华州区莲花寺镇白家河
村发展的秋延蔬菜喜获丰收，
陆续上市，为扶贫产业带来了
致富的新盼头。

10月10日，三秦都市报记
者走进白家河村钢管大棚里，
一片丰收景象。秋延辣椒一簇
一簇结得直溜溜绿油油的。正

在里面采摘的人就淹没在这辣
椒苗里，一派忙碌景象。“一个
小时九块钱。一天就是坐七八
个小时。能挣六七十块钱。”贫
困户张秋莲一边摘辣椒一边高
兴地说道。对于村里这个产业
园张秋莲有说不完的话，不但能
解决一些家庭负担，也能就近照
顾家人，年底还能分红。

据了解，位于白家河村的
兴懋果蔬产业园正是白家河村
发展的扶贫产业，于今年七月
建成，产业园总投资 68万元，
流转土地31亩，建成大小拱棚
21棚，主要发展蔬菜种植产
业。目前种植的蔬菜实现订
单销售，主要供应西安市场，市
场价格稳定。

白家河村主任杨英军介绍
道：“咱这兴懋产业园是党支
部+产业园+贫困户这个模式，
带动村里贫困户 30户 90人。
（目前）种的有秋延辣椒和秋延
油葫芦两个品种，秋延辣子现
在每斤在3元钱，油葫芦在2.5
元（一斤）左右，这两个品种在
现在的菜价来说还可以。”

华州 大棚菜带来致富新盼头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铜
川市耀州区以天保工程、三北工
程等林业重点工程为依托，以造
林专业合作社为平台，按照就近
原则，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工程建设，
增加劳务性收入，达到了生态建

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使荒山
增了绿，贫困群众挣了钱。

耀州区森林资源丰富，辖
区有柳林和高尔塬两个国营林
场。这两家国营林场作为林业
重点工程的实施主体单位，在
实施过程中，扶持农村能人创

建了台尔自强林业专业合作
社、兴林造林专业合作社、献头
塬造林专业合作社3个林业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通过建立贫
困户用工台账方式，保证贫困
群众收益，初步实现了资源激
活、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荒山

增绿的“四赢”局面。
耀州区生态扶贫办公室负

责人王丽介绍，耀州区在生态
扶贫过程中，招录300名贫困户
为护林员，每人年可增收7200
元；今年，将再安排260名贫困
户补充护林员队伍。

耀州 让荒山增绿贫困户挣钱

本报商洛讯（代绪刚记者
闫鹏飞）今年以来，商南坚持以
产业脱贫攻坚年为主题，提高
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村贫困
劳动力综合素质，扎实开展产
业扶贫技术服务工作，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实的技术
支撑。

商南县按照“实际、实用、

实效”的原则，以实用技术培
训、产业技术服务、基层农技员
培训、职业农民培育和农业安
全生产监管五项行动为重点，
打好人员调配“组合拳”，统筹
农业系统单位和技术人员力
量，成立13支农业技术服务小
分队，灵活方式开展产业扶贫
技术服务工作。积极发挥职

业农民的科技示范、产业引领、
典型带动的“领头雁”作用，召
开职业农民技术帮扶产业贫
困户工作推进会，印制技术服
务指导手册，选定70余户职业
农民大户“土专家”和 18个重
点产业基地，与贫困户开展结
对帮扶服务3000人次。

同时，围绕茶、菌、果、

药、畜、蜜等产业，采取自编
一批乡土教材、购买一批实
用光碟、选定一批专业教师、
举办一批生产技能培训班等
形式，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等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为
产业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强
力技术支撑。

商南 开展产业扶贫技术服务

日前，记者从榆林市绥德
县林业局了解到，近年来，绥德
县林业局立足林业产业发展
实际，紧紧围绕“壮大龙头企
业、实现产业腾飞、促进农民增
收”的目标，采取多种措施，加
大扶持力度，加快林业产业化
进程，涌现出一批综合实力强、
示范效应明显的林业龙头企

业，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10月 9日上午，记者来到
绥德县四十里铺镇志强枣业
有限责任公司，见到了该公
司总经理郝志强。记者了解
到，志强枣业年加工红枣
6000吨、核桃 1000吨，年销售
金额达到 5280.9 万元，在全

国 20多个城市建立长期的销
售网络。

公司利用现有设施及资源
和配股产业扶持资金，统筹规
划、统一使用，集中经营，发展
壮大产业，形成利益联动，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截至目前，
已经配股 500户贫困户，三年
内将兑现入股贫困户的股金
与分红425万元，带动500户贫
困户稳定脱贫。

本报记者李波

绥德 500户贫困户将脱贫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本报杨凌讯（翁瑞记者薛保华）近
日，记者从杨凌示范区展览局获悉，本
届农高会共设4个室内展馆、4个室外
展区，4个参观区，总展览面积18.2万
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位2388个。截
至目前，2388个室内展位已预订一空。

政府组展方面，共有50个展团预
订展位1022个，其中科技部、中科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5个部委展团预订
展位78个；北京、河北、广东、四川、山
西等 20个省市预订展位 218个；省内
各市、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厅、省供销
社等25个展团预订展位726个。市场
化招展方面，共预订展位 1366个，其
中涉外展位 216个，参展国家和地区
达到 35个。目前各展团和企业正在
进行特装设计招标和参展项目征集筛
选等工作。

第二十五届农高会
招展全面完成

本报韩城讯（赵康栋记者张军建）
以“怒放赛车季·共享韩城美”为主题
的2018一带一路中国·韩城黄河赛车
季的三场顶级汽车赛事活动在韩城市
举办。中国汽车场地拉力锦标赛 10
月 11日—10月14日在韩城市大禹赛
车场开赛。

中国汽车场地拉力锦标赛（简称：
CRCC）又称跨界场地拉力赛，起源于欧
洲和美国，是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纳
入年度比赛计划的A类赛事。比赛多
车齐发、采用拉力和场地结合的形式，
赛车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可相互碰撞、
抢位，比赛在砂石与柏油路面进行，赛
车改装酷炫、动力强劲，亮点十足。本
次赛事为期4天。10月11日，行政检
验、车检；10月12日，练习赛和排位赛；
10月13日，第一回合资格赛和决赛；10
月14日，第二回合资格赛和总决赛。

比赛分 SUV组、UTV组，两驱组、
四驱组、自主品牌5个组别。每组别最
大接受报名车辆18辆。目前报名参赛
车队共10支，40多辆赛车，还有部分车
队将会现场报名。国内冠军车手赵向
前、范高翔、何子健、刘雪原、张国宇、吴
振轩等悉数参与。

中国汽车场地
拉力锦标赛韩城举行

小红薯成脱贫致富主力军
绥德县红薯年产值达1.2亿元

“大块头”红薯让在场的观者无不称奇

本报讯（记者 张维）国务院决定
2018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按
时、如实地提供普查数据，是每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和社会责任。为做好此次
普查工作，省政府昨日通告称，各被调
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要积极支持、配
合、参与普查工作，按照经济普查机构
和经济普查人员的要求，如实提供普查
所需资料，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
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
违者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18年 12月
31日，时期资料为2018年。此次还公
布了举报电话，具体是：

陕西省经普办029-63917684；
西安市经普办029-86788068；
宝鸡市经普办0917-3260800；
咸阳市经普办029-33219079；
铜川市经普办0919-3185876；
渭南市经普办0913-2931725；
延安市经普办0911-2160320；
榆林市经普办0912-3896381；
汉中市经普办0916-2639359；
安康市经普办0915-3220095；
商洛市经普办0914-2326042；
杨凌示范区经普办029-87015038。

我省公布12部
经济普查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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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多户，年产量达6万吨，年
产值1.2亿元，红薯产业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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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产业。同时，以绿源生态示
范园等4个AAA级景区、6个传
统古村落、34个美丽宜居示范
村为引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延伸产业链，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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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州区莲花寺镇白家河
村发展的秋延蔬菜喜获丰收，
陆续上市，为扶贫产业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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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丰收景象。秋延辣椒一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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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地说道。对于村里这个产业
园张秋莲有说不完的话，不但能
解决一些家庭负担，也能就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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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懋果蔬产业园正是白家河村
发展的扶贫产业，于今年七月
建成，产业园总投资 68万元，
流转土地31亩，建成大小拱棚
21棚，主要发展蔬菜种植产
业。目前种植的蔬菜实现订
单销售，主要供应西安市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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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咱这兴懋产业园是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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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斤在3元钱，油葫芦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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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菜价来说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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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林业重点工程为依托，以造
林专业合作社为平台，按照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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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两家国营林场作为林业
重点工程的实施主体单位，在
实施过程中，扶持农村能人创

建了台尔自强林业专业合作
社、兴林造林专业合作社、献头
塬造林专业合作社3个林业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通过建立贫
困户用工台账方式，保证贫困
群众收益，初步实现了资源激
活、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荒山

增绿的“四赢”局面。
耀州区生态扶贫办公室负

责人王丽介绍，耀州区在生态
扶贫过程中，招录300名贫困户
为护林员，每人年可增收7200
元；今年，将再安排260名贫困
户补充护林员队伍。

耀州 让荒山增绿贫困户挣钱

本报商洛讯（代绪刚记者
闫鹏飞）今年以来，商南坚持以
产业脱贫攻坚年为主题，提高
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村贫困
劳动力综合素质，扎实开展产
业扶贫技术服务工作，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实的技术
支撑。

商南县按照“实际、实用、

实效”的原则，以实用技术培
训、产业技术服务、基层农技员
培训、职业农民培育和农业安
全生产监管五项行动为重点，
打好人员调配“组合拳”，统筹
农业系统单位和技术人员力
量，成立13支农业技术服务小
分队，灵活方式开展产业扶贫
技术服务工作。积极发挥职

业农民的科技示范、产业引领、
典型带动的“领头雁”作用，召
开职业农民技术帮扶产业贫
困户工作推进会，印制技术服
务指导手册，选定70余户职业
农民大户“土专家”和 18个重
点产业基地，与贫困户开展结
对帮扶服务3000人次。

同时，围绕茶、菌、果、

药、畜、蜜等产业，采取自编
一批乡土教材、购买一批实
用光碟、选定一批专业教师、
举办一批生产技能培训班等
形式，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等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为
产业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强
力技术支撑。

商南 开展产业扶贫技术服务

日前，记者从榆林市绥德
县林业局了解到，近年来，绥德
县林业局立足林业产业发展
实际，紧紧围绕“壮大龙头企
业、实现产业腾飞、促进农民增
收”的目标，采取多种措施，加
大扶持力度，加快林业产业化
进程，涌现出一批综合实力强、
示范效应明显的林业龙头企

业，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10月 9日上午，记者来到
绥德县四十里铺镇志强枣业
有限责任公司，见到了该公
司总经理郝志强。记者了解
到，志强枣业年加工红枣
6000吨、核桃 1000吨，年销售
金额达到 5280.9 万元，在全

国 20多个城市建立长期的销
售网络。

公司利用现有设施及资源
和配股产业扶持资金，统筹规
划、统一使用，集中经营，发展
壮大产业，形成利益联动，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截至目前，
已经配股 500户贫困户，三年
内将兑现入股贫困户的股金
与分红425万元，带动500户贫
困户稳定脱贫。

本报记者李波

绥德 500户贫困户将脱贫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本报杨凌讯（翁瑞记者薛保华）近
日，记者从杨凌示范区展览局获悉，本
届农高会共设4个室内展馆、4个室外
展区，4个参观区，总展览面积18.2万
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位2388个。截
至目前，2388个室内展位已预订一空。

政府组展方面，共有50个展团预
订展位1022个，其中科技部、中科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5个部委展团预订
展位78个；北京、河北、广东、四川、山
西等 20个省市预订展位 218个；省内
各市、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厅、省供销
社等25个展团预订展位726个。市场
化招展方面，共预订展位 1366个，其
中涉外展位 216个，参展国家和地区
达到 35个。目前各展团和企业正在
进行特装设计招标和参展项目征集筛
选等工作。

第二十五届农高会
招展全面完成

本报韩城讯（赵康栋记者张军建）
以“怒放赛车季·共享韩城美”为主题
的2018一带一路中国·韩城黄河赛车
季的三场顶级汽车赛事活动在韩城市
举办。中国汽车场地拉力锦标赛 10
月 11日—10月14日在韩城市大禹赛
车场开赛。

中国汽车场地拉力锦标赛（简称：
CRCC）又称跨界场地拉力赛，起源于欧
洲和美国，是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纳
入年度比赛计划的A类赛事。比赛多
车齐发、采用拉力和场地结合的形式，
赛车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可相互碰撞、
抢位，比赛在砂石与柏油路面进行，赛
车改装酷炫、动力强劲，亮点十足。本
次赛事为期4天。10月11日，行政检
验、车检；10月12日，练习赛和排位赛；
10月13日，第一回合资格赛和决赛；10
月14日，第二回合资格赛和总决赛。

比赛分 SUV组、UTV组，两驱组、
四驱组、自主品牌5个组别。每组别最
大接受报名车辆18辆。目前报名参赛
车队共10支，40多辆赛车，还有部分车
队将会现场报名。国内冠军车手赵向
前、范高翔、何子健、刘雪原、张国宇、吴
振轩等悉数参与。

中国汽车场地
拉力锦标赛韩城举行

小红薯成脱贫致富主力军
绥德县红薯年产值达1.2亿元

“大块头”红薯让在场的观者无不称奇

本报讯（记者 张维）国务院决定
2018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按
时、如实地提供普查数据，是每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和社会责任。为做好此次
普查工作，省政府昨日通告称，各被调
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要积极支持、配
合、参与普查工作，按照经济普查机构
和经济普查人员的要求，如实提供普查
所需资料，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
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
违者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18年 12月
31日，时期资料为2018年。此次还公
布了举报电话，具体是：

陕西省经普办029-63917684；
西安市经普办029-86788068；
宝鸡市经普办0917-3260800；
咸阳市经普办029-33219079；
铜川市经普办0919-3185876；
渭南市经普办0913-2931725；
延安市经普办0911-2160320；
榆林市经普办0912-3896381；
汉中市经普办0916-2639359；
安康市经普办0915-3220095；
商洛市经普办0914-2326042；
杨凌示范区经普办029-87015038。

我省公布12部
经济普查举报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