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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在西咸新区空港
新城首届道德模范表彰大会
上，对火场救人、工匠精神、强
企为国、敬老爱亲、教书诲人
等 10 位道德模范进行了表
彰。会议号召全新城向榜样
学习，弘扬时代精神。空港新

城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贺键
出席并致辞。

10位道德模范和 5名提名
奖获得者来自各行各业，从 60
余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们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道德新标
准，践行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精

神。空港新城党委、管委会为
这些新时代的道德楷模颁发了
证书、奖杯和奖金，鼓励他们在
工作生活中继续发扬品质，引
领社会风尚。

贺键在致辞中说，道德模
范是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者，
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是空
港精神的守护者，他们所体现
出的高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彰显了
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树起了空港新时代新风尚
的标杆，为空港积聚了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是实现空港追
赶超越、助力“三个经济”、建设
国际航空枢纽、打造临空经济
示范区的精神基础。

据了解，空港新城自成立
以来，一直坚持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共生共长、相互促进，始
终把弘扬传统美德、思想文明

建设贯穿在城市发展、社会管
理的全过程，渗透在社会生活
的各方面。目前，空港新城已
创建各类省级文明单位 5家，
西安市、西咸新区级先进集体4
家，获评“陕西省新时代好少
年”4人，上榜“西安好人”1人，
彰显了“文明空港”的良好形
象。

当天的表彰活动，特邀邓
高翔、张晓楠、温小艳等部分道
德模范代表分享各自故事，赢
得现场阵阵掌声。歌曲《平凡
的你》、朗诵《让道德之花在空
港处处绽放》、合唱《公民道德
歌》等主题演出，讴歌了空港新
城精神文明建设新风尚，弘扬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5位
道德楷模事迹已被汇编成册，
并在现场向参会代表和各界群
众发放宣传。

本报记者马骁

空港新城表彰十位道德模范

表彰大会现场

洛南县孙沟村位于城关街
办东南部，274户 1019人，耕地
面积 2850 亩，是省定贫困村。
自2018年3月该村被确定为洛
南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定点
帮扶村以来，洛南县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精准施策，脱贫攻坚
工作走在了全县前列，2018年
已脱贫 32 户 125 人，贫困发生
率降到8.6 %以下。

洛南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的帮扶干部面对新包扶的贫
困村，利用白天群众吃饭和晚
上休息前的有效时间，按照

“对党员骨干分子的门要进

到，交流谈心的深度要达到；
对村里致富能人的致富项目
要看到，致富真经要讨到；对
村里贫困户的致贫根源要找
到，贫困症结要挖到”的“六
到”原则，深入调研，详细了解
贫困户家庭结构、致贫原因、
产业发展现状及就业创业等
基本情况。同时，对孙沟村班
子成员、党员队伍建设、农民
种植养殖、外出务工创业等一
系列情况都有了清楚认识，做
到底子清、情况明。并积极向
县林业局争取 13.5 万株连翘
苗，帮助贫困户栽植连翘 500

余亩；投资 5万元，发展朝天椒
200亩，栽植油菜 200亩，栽植
花椒 5.2 万株，实施核桃科管
400亩 8000余株。还先后 3次
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孙沟
村开展连翘栽植、核桃科管、
中药材种植等实用技能技术
培训，参训人员达到 200余人
次，使贫困户逐步掌握了发展
产业技能。同时支持贫困劳
动力自主创业脱贫，积极为王
水民、张秀山等 6户贫困户争
取创业扶持贷款 27万元，帮助
他们自主创业脱贫。落实苏
陕扶贫协作项目，注资 30万元

资金入股陕西欧标新星兔业
扶贫有限责任公司，并争取国
开行项目和扶贫资金 140 万
元，硬化了该村 5公里的通组
路，彻底解决偏远群众的行路
难问题；为4个自然组全部通上
安全饮用水；修建标准化卫生室
137平方米，并配备村医1名；新
建桥梁1座；为孙沟村争取了10
个垃圾箱、200个垃圾桶，实现
了组有垃圾箱、户有垃圾桶。

如今，孙沟村村容村貌改
善了，村民收入提高了，群众欢
快的广场舞跳起来了……

本报记者 和平

多措并举打赢脱贫攻坚战
洛南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省烹协换届
杜西锋当选新会长

1月9日，陕西省烹饪餐饮行业协
会第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西安召
开。来自全省烹饪餐饮行业280多位
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相关议
案，选举了第六届理事会，选举陕西旅
游饭店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杜西
锋为会长、刘淑红为秘书长，聘请了特
邀文化顾问、行业专家顾问、名誉会长
和名誉副会长，特别推举了26位年轻
的副秘书长。

此次大会受到省商务厅、陕西旅
游饭店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旅游饭店协会、陕西省饭店协会、陕西
省餐饮业商会等行业的广泛关注。

杜西锋在就职演讲中表示，绝不
辜负社会各界的信任和期望，攻坚克
难，励精图治，努力搭建会员与会员之
间交流服务平台、企业与政府和社会
沟通交流的平台，努力做一名称职的
会长。 本报记者唐明军

西安肉夹馍
进驻美国141所高校

1月10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西安肉夹馍进驻美国141所
高校食堂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

据了解，2017年4月，陕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西安肉夹馍“走出去”正式
启动。与美国、英国、新西兰及加拿大
四国合作代表签约，在海外发展西安肉
夹馍。2018年2月和7月，西安肉夹馍
分别落地英国和美国。西安肉夹馍进
驻美国高校，使当地学子能方便地品尝
到蜚声中外的陕西特色美食西安肉夹
馍。此举也是让陕菜走遍全国、走向世
界的又一实际行动，对进一步加快发展
宣传推广弘扬大美陕菜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 本报记者唐明军

全国清真餐饮交流会
在西安举行

1月8日，由世界中餐联业联合会
清真餐饮食品产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
清真餐饮食品界交流活动在西安举行，
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重
庆、河南、天津、山东等地的清真食品业
代表和饮食文化学者120多人参加活
动。与会者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企业自
律、做好清真食品、提高服务质量，更好
地服务于社会等展开交流。大会向全
国清真餐饮食品旺店网络评选获奖企
业和爱心企业颁了奖。

交流会上，《清真美食报》主编白剑
波分享了他经数年整理制作牛羊肉泡
馍的详细工序及吃法，即漂肉、配制调
料、煮肉、捞肉、盛汤、破汤、打饦饦馍、
泡馍准备、掰馍、板头切配、煮制到泡馍
吃法全过程。 本报记者 唐明军

御龙湾温泉
推出998家庭度假卡

1月8日，太白山御龙湾温泉推出
998家庭度假卡2.0。

在当天的首发仪式上记者了解到，
第一代998家庭度假卡产品现已投放市
场1万多张。为了延续此卡的良好口
碑，御龙湾温泉推出2.0升级版，主要针
对两大一小家庭，全年免费泡温泉。与
此同时，卡内的998元可在酒店消费。
还可免费体验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红
河谷森林公园、太白山滑雪场1次。

目前御龙湾已成为西北最大的温
泉旅游项目，拥有70余个温泉汤池和
200余间客房，配有中餐厅、多功能厅、智
能化会议室和休闲娱乐等设施。率先引
进冠绝西北、享誉全国的太白山汤峪
73℃优质原汤温泉，拥有温泉服务中心、
室外景观温泉、独栋汤屋、温泉酒店、古
镇商业等5大板块。P① 师蕊 马秀红

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1
月 10日上午，西安市残疾人
爱心互助促进会、西安市残疾
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动员社
会爱心人士自筹经费组织开
展慰问困难残疾人“暖冬行
动”启动，西安各区县的 400
位残疾人将陆续收到价值约

200元的米、面、油、春联等春
节慰问品。

记者在启动仪式现场看
到，来自新城、莲湖、未央以
及协会定向帮扶的近 100名
残疾人朋友领到了米、面、
油、春联等春节慰问品。据
了解，主办方将在 1 月 12 日

开始陆续将其余 300份慰问
品送往各区县及有关残疾人
机构。西安市残疾人爱心互
助促进会自成立以来，先后
筹措社会爱心资金 100余万
元，连续 10年开展了慰问特
困残疾人“暖冬行动”、特困
残疾人救助、农村下肢残疾

人假肢安装、关爱盲人足球
暨捐赠等公益活动，近 4000
名残疾人朋友受益。 2012
年、2015 年协会先后在中央
财政资金和爱心会员的支持
下，投入近 70万元为西安市
189 名农村特困下肢残疾人
免费安装了假肢。

西安慰问残疾人“暖冬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利平）一
抓到底清理，从严从速整
治。1 月 10 日，长安区召开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现场观摩会，全体区级领导
和 19个成员单位负责人、16
个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前往鸣
犊街道，现场观摩新村耀辉
生态养殖园、天成园养殖场
和高寨子村艾云养殖园等

“大棚房”拆除情况。会议要
求，全区上下从严从速加快
拆除力度，掀起“大棚房”问
题拆除工作热潮，确保按时

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记者看到，拆除现场严

格按照铁腕治霾、安全生产
要求开展作业，近 10台挖掘
机、破碎机正在加紧破碎违
建大棚，洒水车同步进行湿
法作业；执法人员拉起警戒
线，设置安全区域，安全人员
随时观察工作面……拆除现
场秩序井然，安全有序。

据了解，“大棚房”问题
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启动后，
长安区委、区政府重新调整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领导机构，由区委、区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区级全体领
导以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包
抓具体项目。区委书记王青
峰、区长李娴坚持深入一线，
研判推进措施，督查整治进
度。各街道提高整治标准，
挂图作战，对“大棚房”项目
进行重新排查，坚持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分类整治，确保
以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标准
彻底整治。建立健全耕地保
护监管长效机制，坚决遏制
农地非农化现象，促进农业

依法依规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鸣犊街道“大棚房”

违建集中拆除，长安区也正式
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截至1月
9日，长安区 16个街道累计拆
除“大棚房”136个、407581.54
平方米，累计复耕 101737.51
平方米（152.53亩）。下一步，
长安区将广泛动员全区力量
投入“大棚房”整治工作，近期
再集中开展 3次现场观摩会，
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依法分
类清理整治，确保按期保质整
治到位。

长安区开展“大棚房”拆除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