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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7日，省委召
开秦岭北麓专项整治工作组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
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听取省委
工作专班和秦岭各市近期工作
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长刘国中，省委副书
记贺荣，省委常委张广智、梁桂、
王兴宁、王永康、庄长兴、姜锋、
牛一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
青，副省长徐启方出席。

会上，工作专班和宝鸡、渭

南、汉中、安康、商洛等秦岭各市
汇报了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
治进展，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专项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我们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秦
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重要批示
指示为政治动力，在中央工作组
的检查督促指导下，坚持省市联
动，各方面共同努力，有力有序推
进彻底查清、彻底排查、彻底整
治、彻底查处等工作，广大党员干
部也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思
想教育、作风教育、纪律教育。

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充分认识、及时查找在
政治站位、政治纪律、能力作风
等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切实加强
思想改造、不断砥砺提高，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要求，要不断巩固专项

整治成效，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做
好秦岭保护工作，尽快研究制定
举一反三的行动方案，健全完善
秦岭保护政策法规体系，真正还
秦岭以宁静和谐美丽。要深刻汲
取教训，把专项整治成果转化成
工作动力，加快推进美丽陕西建
设，努力实现天蓝、地绿、水清。要
以更加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紧盯
追赶超越目标，践行“五个扎实”要
求，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努
力把陕西建设得更加美好。

昨日，第25届杨凌农高会
各大展馆参展群众热情不减，
在捕捉高、精、尖农业新技术、
新产品的同时，与2000多家参
展企业一道，共同分享高科技
农业带来的创业致富法宝，领
略杨凌“农业硅谷、田园新城”
的风采，使“冬天里的一把火”
烧遍农高会每一个角落。

农高会现场，云集的农业
高新科技、农业新品种、科技推
广新模式、国际农业合作新成
果、农业产业化新示范等各大
板块，由于融入“互联网+”“智
慧农业”“农科品牌”等元素，让
每一位“淘宝”者兴趣盎然。上
午11点左右，各大展馆被蜂拥
而至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咱
家的大棚里应该也装这样的
温室控制系统，全智能控制，既
方便还省心省力，要比现在用
的锅炉先进得多。”来自泾阳县
的韩俊奇看到一台智能温室

气候控制系统，便大开眼界。
韩俊奇家里有三个蔬菜大棚，
近年来，尝到种植精品蔬菜甜
头以后，每年都要到农高会捕
捉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利于蔬
菜生长的前沿设备。

记者现场看到，一个外形
貌似衣柜的温室控制系统融
合了温室升温、降温、除湿、新
风系统4项功能，投资约30多
万元，既能通风换气而又不会
造成热损失。展商郝晓林介
绍说，与普通的锅炉相比，该系
统可以使大棚里的湿度、温度
更精确。“农业追求的是绿色，
比如种植菌类、名贵中药材、花
卉等高附加值产品对品质要
求比较高，非常适合安装该系
统，展示以后，发现不少客户对
此系统的需求比较迫切，留下
了联系方式，农高会后我们将
开始为他们安装。”

面朝黄土背朝天，依旧是

很多人对农业生产的刻板印
象。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技
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传统农业
生产的劣势表现得越来越明
显。农高会农业机械展区里
俨然是国内外农机、工程机械
的秀场，一台不起眼的播种机
作业时不用手扶方向盘，只要
轻松触控即可田间作业，吸引
众多粉丝围观。

一家农机制造厂工作人
员王敏杰说：“每年到杨凌农高
会参展，发现农户更追求的是
高科技农业机械和高附加值
的农产品，作为展商，主要是了
解市场的情况，了解农民需求
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农民需
要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产
品。”

本报记者 张维

11月 8日，记者获悉，近日
未央区组织辖区文体单位开展
平安建设培训，辖区190余家文
体单位郑重签下“平安建设”责
任书，公开承诺要开展以“没有
无证经营现象”等“十个没有现
象”为内容的“星级单位”创建活
动，力争“十星”全部达标，全力
营造平安、有序、健康的文化市
场环境。

经营场所全面推行
“十个没有”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未央
区建设国际化中心城区的步伐
不断加快，未央区文化事业进入

了大繁荣大发展的“井喷期”，
影院、书店、网吧等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文化市场监管的任
务也越来越重。为更好给广
大市民营造安全、健康的文化
消费体验环境，同时贯彻落实
全市有关部署要求，未央区对
全区所有网吧、娱乐场所、营
业性演出场所、电影院、书店
书城等经营场所全面推行以

“十个没有”为主要内容的星
级动态管理制度。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十个没有”主要是指没有无证
经营现象、没有传播违法信息、
没有未成年人上网现象、没有不

实名登记现象、没有安全隐患、
没有“两抢一盗”现象、没有寻衅
滋事和打架斗殴现象、没有涉黄
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没有欺诈
消费现象、没有监控盲区。

2020年文体单位均
实现“十星”标准

工作人员介绍，“一个没有”
对应一颗星，“十个没有”全部达
标，命名为“十星单位”。“评星定
级”活动一年进行一次，同时未
央区文化管理部门对不同星级
单位实行分类监管，计划到2020
年底，全区所有文体单位均实现

“十星”标准。

此次，该区文体单位公开签
下“军令状”，是星级动态管理的

“当头炮”。未央区要求辖区各
文体单位要将“十个没有”清单
向广大群众进行公示承诺，并邀
请群众代表进行测评，每季度通
报一次测评结果。同时，该区将

“评星定级”与加强监管、化解矛
盾、完善制度和引导文化市场自
律结合起来，完善以及承诺、践
诺、评诺“三个一”清单，制定“十
个没有”考核实施细则，加强台
账管理，扩面提质增效，不断促
进全区文化市场监管健康化、制
度化、规范化。

贺睿本报记者张艳芳

签下“军令状”亮出“承诺书”

未央区文体经营单位“追星”忙

本报讯（记者文晨）11月
8日，2018年现代农业杨凌发
布——高新科技成果信息和
农高会后稷奖获奖项目发布
会在杨凌农业科技成果展示
交易中心举行。

据统计，本届农高会共征

集到来自全国28所大学、4家
科研机构和14家企业的最新
农业科技成果2015项。同时，
组委会还征集到70余家企事
业单位的最新涉农专利 453
项，并将征集到的成果及专利
编辑成册，方便各创业投资机

构、科研单位、企业和有关参
展商对接查询。

此外，宁夏农林科学院的
“宁杞7号”枸杞新品种、深圳

高科新农的高科新农无人机、
陕西稼穑生物的高铁锌小麦
等166个项目获得了本届农高
会“后稷奖”。 陕西旅游“燃爆”

进博会场馆
本报讯（特派上海记者谢斌）这是

一场文化盛宴，让陕西的历史文化展现
在世界舞台。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陕西省配套活动，在进博会中央
广场大舞台上，“文化陕西”精彩亮相。
短短30分钟，让来自世界的各国嘉宾感
受到了盛唐的尊贵礼遇，体验了陕西“四
大旅游高地”——丝绸之路起点旅游走
廊、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假圈、黄河旅游
带、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的精彩魅力。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陕西文
化旅游推介活动利用舞蹈等表现形式
展现陕西特色文化及旅游产品，“演出+
推介”的形式使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
感受陕西“四大旅游高地”——丝绸之
路起点旅游走廊、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
假圈、黄河旅游带、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央大舞台
位于“四叶草”中央的圆形广场，在首届
进博会举办期间，各国参展商、采购商、
专业观众及团体参观者，都将在参展、
观展、交易、参加论坛活动的间隙，在此
观看各类文艺演出。

本报讯 11月8日，省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
墅问题的重要批示指示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学习中央纪委关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结
合违建别墅专项整治交流思想认识。
这次学习是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
活会前的集中学习。

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并讲话。省
长刘国中，省政协主席韩勇，省委副书
记贺荣，省委常委张广智、梁桂、徐新
荣、王兴宁、王永康、庄长兴、姜锋、牛一
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小燕出席。

大家一致认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
问题的重要批示指示是对“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必须坚定不
移深化专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成
效。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必
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始终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久久
为功、常抓不懈，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
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
本遵循，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自
觉贯彻到工作全过程。

胡和平在学习结束时强调，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折不扣
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严明党的纪律规矩，
坚决纠正“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始终保持反腐败震慑高压态
势，全面彻底肃清魏民洲、冯新柱、钱引
安等恶劣影响，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强
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坚决
打好青山、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努
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要夯实管党治党责任，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干部教育管理，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新时代
追赶超越提供坚强保障。

省委召开秦岭北麓
专项整治工作组会议

新秦闪耀新秦闪耀 第第2525届杨凌农高会特别报道届杨凌农高会特别报道

农业高科技让农户大开眼界

2018农业高新科技成果信息发布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专题学习

杨凌农高会国际展馆里人流如织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聚焦首届进博会

保卫秦岭山水守护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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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7日，省委召
开秦岭北麓专项整治工作组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
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听取省委
工作专班和秦岭各市近期工作
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长刘国中，省委副书
记贺荣，省委常委张广智、梁桂、
王兴宁、王永康、庄长兴、姜锋、
牛一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
青，副省长徐启方出席。

会上，工作专班和宝鸡、渭

南、汉中、安康、商洛等秦岭各市
汇报了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
治进展，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专项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我们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秦
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重要批示
指示为政治动力，在中央工作组
的检查督促指导下，坚持省市联
动，各方面共同努力，有力有序推
进彻底查清、彻底排查、彻底整
治、彻底查处等工作，广大党员干
部也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思
想教育、作风教育、纪律教育。

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充分认识、及时查找在
政治站位、政治纪律、能力作风
等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切实加强
思想改造、不断砥砺提高，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要求，要不断巩固专项

整治成效，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做
好秦岭保护工作，尽快研究制定
举一反三的行动方案，健全完善
秦岭保护政策法规体系，真正还
秦岭以宁静和谐美丽。要深刻汲
取教训，把专项整治成果转化成
工作动力，加快推进美丽陕西建
设，努力实现天蓝、地绿、水清。要
以更加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紧盯
追赶超越目标，践行“五个扎实”要
求，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努
力把陕西建设得更加美好。

昨日，第25届杨凌农高会
各大展馆参展群众热情不减，
在捕捉高、精、尖农业新技术、
新产品的同时，与2000多家参
展企业一道，共同分享高科技
农业带来的创业致富法宝，领
略杨凌“农业硅谷、田园新城”
的风采，使“冬天里的一把火”
烧遍农高会每一个角落。

农高会现场，云集的农业
高新科技、农业新品种、科技推
广新模式、国际农业合作新成
果、农业产业化新示范等各大
板块，由于融入“互联网+”“智
慧农业”“农科品牌”等元素，让
每一位“淘宝”者兴趣盎然。上
午11点左右，各大展馆被蜂拥
而至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咱
家的大棚里应该也装这样的
温室控制系统，全智能控制，既
方便还省心省力，要比现在用
的锅炉先进得多。”来自泾阳县
的韩俊奇看到一台智能温室

气候控制系统，便大开眼界。
韩俊奇家里有三个蔬菜大棚，
近年来，尝到种植精品蔬菜甜
头以后，每年都要到农高会捕
捉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利于蔬
菜生长的前沿设备。

记者现场看到，一个外形
貌似衣柜的温室控制系统融
合了温室升温、降温、除湿、新
风系统4项功能，投资约30多
万元，既能通风换气而又不会
造成热损失。展商郝晓林介
绍说，与普通的锅炉相比，该系
统可以使大棚里的湿度、温度
更精确。“农业追求的是绿色，
比如种植菌类、名贵中药材、花
卉等高附加值产品对品质要
求比较高，非常适合安装该系
统，展示以后，发现不少客户对
此系统的需求比较迫切，留下
了联系方式，农高会后我们将
开始为他们安装。”

面朝黄土背朝天，依旧是

很多人对农业生产的刻板印
象。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技
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传统农业
生产的劣势表现得越来越明
显。农高会农业机械展区里
俨然是国内外农机、工程机械
的秀场，一台不起眼的播种机
作业时不用手扶方向盘，只要
轻松触控即可田间作业，吸引
众多粉丝围观。

一家农机制造厂工作人
员王敏杰说：“每年到杨凌农高
会参展，发现农户更追求的是
高科技农业机械和高附加值
的农产品，作为展商，主要是了
解市场的情况，了解农民需求
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农民需
要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产
品。”

本报记者 张维

11月 8日，记者获悉，近日
未央区组织辖区文体单位开展
平安建设培训，辖区190余家文
体单位郑重签下“平安建设”责
任书，公开承诺要开展以“没有
无证经营现象”等“十个没有现
象”为内容的“星级单位”创建活
动，力争“十星”全部达标，全力
营造平安、有序、健康的文化市
场环境。

经营场所全面推行
“十个没有”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未央
区建设国际化中心城区的步伐
不断加快，未央区文化事业进入

了大繁荣大发展的“井喷期”，
影院、书店、网吧等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文化市场监管的任
务也越来越重。为更好给广
大市民营造安全、健康的文化
消费体验环境，同时贯彻落实
全市有关部署要求，未央区对
全区所有网吧、娱乐场所、营
业性演出场所、电影院、书店
书城等经营场所全面推行以

“十个没有”为主要内容的星
级动态管理制度。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十个没有”主要是指没有无证
经营现象、没有传播违法信息、
没有未成年人上网现象、没有不

实名登记现象、没有安全隐患、
没有“两抢一盗”现象、没有寻衅
滋事和打架斗殴现象、没有涉黄
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没有欺诈
消费现象、没有监控盲区。

2020年文体单位均
实现“十星”标准

工作人员介绍，“一个没有”
对应一颗星，“十个没有”全部达
标，命名为“十星单位”。“评星定
级”活动一年进行一次，同时未
央区文化管理部门对不同星级
单位实行分类监管，计划到2020
年底，全区所有文体单位均实现

“十星”标准。

此次，该区文体单位公开签
下“军令状”，是星级动态管理的

“当头炮”。未央区要求辖区各
文体单位要将“十个没有”清单
向广大群众进行公示承诺，并邀
请群众代表进行测评，每季度通
报一次测评结果。同时，该区将

“评星定级”与加强监管、化解矛
盾、完善制度和引导文化市场自
律结合起来，完善以及承诺、践
诺、评诺“三个一”清单，制定“十
个没有”考核实施细则，加强台
账管理，扩面提质增效，不断促
进全区文化市场监管健康化、制
度化、规范化。

贺睿本报记者张艳芳

签下“军令状”亮出“承诺书”

未央区文体经营单位“追星”忙

本报讯（记者文晨）11月
8日，2018年现代农业杨凌发
布——高新科技成果信息和
农高会后稷奖获奖项目发布
会在杨凌农业科技成果展示
交易中心举行。

据统计，本届农高会共征

集到来自全国28所大学、4家
科研机构和14家企业的最新
农业科技成果2015项。同时，
组委会还征集到70余家企事
业单位的最新涉农专利 453
项，并将征集到的成果及专利
编辑成册，方便各创业投资机

构、科研单位、企业和有关参
展商对接查询。

此外，宁夏农林科学院的
“宁杞7号”枸杞新品种、深圳

高科新农的高科新农无人机、
陕西稼穑生物的高铁锌小麦
等166个项目获得了本届农高
会“后稷奖”。 陕西旅游“燃爆”

进博会场馆
本报讯（特派上海记者谢斌）这是

一场文化盛宴，让陕西的历史文化展现
在世界舞台。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陕西省配套活动，在进博会中央
广场大舞台上，“文化陕西”精彩亮相。
短短30分钟，让来自世界的各国嘉宾感
受到了盛唐的尊贵礼遇，体验了陕西“四
大旅游高地”——丝绸之路起点旅游走
廊、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假圈、黄河旅游
带、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的精彩魅力。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陕西文
化旅游推介活动利用舞蹈等表现形式
展现陕西特色文化及旅游产品，“演出+
推介”的形式使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
感受陕西“四大旅游高地”——丝绸之
路起点旅游走廊、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
假圈、黄河旅游带、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央大舞台
位于“四叶草”中央的圆形广场，在首届
进博会举办期间，各国参展商、采购商、
专业观众及团体参观者，都将在参展、
观展、交易、参加论坛活动的间隙，在此
观看各类文艺演出。

本报讯 11月8日，省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
墅问题的重要批示指示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学习中央纪委关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结
合违建别墅专项整治交流思想认识。
这次学习是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
活会前的集中学习。

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并讲话。省
长刘国中，省政协主席韩勇，省委副书
记贺荣，省委常委张广智、梁桂、徐新
荣、王兴宁、王永康、庄长兴、姜锋、牛一
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小燕出席。

大家一致认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
问题的重要批示指示是对“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必须坚定不
移深化专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成
效。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必
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始终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久久
为功、常抓不懈，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
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
本遵循，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自
觉贯彻到工作全过程。

胡和平在学习结束时强调，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折不扣
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严明党的纪律规矩，
坚决纠正“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始终保持反腐败震慑高压态
势，全面彻底肃清魏民洲、冯新柱、钱引
安等恶劣影响，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强
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坚决
打好青山、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努
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要夯实管党治党责任，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干部教育管理，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新时代
追赶超越提供坚强保障。

省委召开秦岭北麓
专项整治工作组会议

新秦闪耀新秦闪耀 第第2525届杨凌农高会特别报道届杨凌农高会特别报道

农业高科技让农户大开眼界

2018农业高新科技成果信息发布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专题学习

杨凌农高会国际展馆里人流如织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聚焦首届进博会

保卫秦岭山水守护美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