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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洛讯（李军记者冀晖）
记者从山阳县获悉，“红红火火
过大年、欢欢喜喜游漫川”2020
山阳约你过大年活动于 1月 12
日正式启动，欢迎广大游客和市
民一起欢聚山阳过大年。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山阳县
委、县政府主办，县文旅局、漫川
管委会承办，以“红红火火过大
年、欢欢喜喜游漫川”为主题，以

“过大年、看大戏、赏民俗、游漫

川”等活动为载体，精心策划了
一系列活动，自 2020年 1月 12
日持续至2月8日。

据悉，2020山阳约你过大
年活动从腊月十八开始至正月
十五结束，整个活动分为线上启
动仪式和过大年系列活动两个
板块。过大年活动包括第一书
记代言年货放心购、逛吃逛吃，
美食大家尝、全民随手拍，民俗
大联欢三大系列活动。腊月十

八至腊月二十九（1月12日至1
月23日），在漫川古镇、法官秦岭
原乡，由第一书记代言，集中展
销山阳最具特色的九眼莲、腊
鱼、腊肉、粉条、挂面、核桃、茶
叶等农特产品，并在农村淘宝
等平台同步销售，线上线下互
动打造山阳年货品牌。二是

“逛吃逛吃——美食大家尝”活
动，腊月十八至正月十五（1月
12日至 2月 8日），在漫川古镇
街区、靳家河小吃街店铺开展
山阳地方特色美食展销活动，
充分展示地方民俗、美食文化
魅力，着力推广山阳美食品
牌。三是“全民随手拍——民
俗大联欢”活动，农历正月初八
至正月十五（2月 1日至 2月 8
日），活动分为三部分，第一部
分“新春民俗大联欢”，正月初
八至十五在漫川古镇景区、法
官秦岭原乡，通过举办踩高跷、
舞龙舞狮等民间社火活动，丰富
群众文化娱乐生活，展示山阳民
间传统民俗，营造欢乐祥和的春
节氛围。第二部分“群众文化大

展演”，正月初九至正月十五在
山阳县城、漫川古镇、法官秦岭
原乡举行群众文化展演、漫川大
调、法官原腔、汉剧、秦腔等文艺
演出活动，为游客和当地群众奉
送一场山阳民俗文化盛宴。第
三部分“新春优惠大礼包”，正月
初一至正月十五。

据悉，本次“山阳约你过大
年活动”主要呈现三大特色：一
是助力脱贫攻坚。通过第一书
记代言村集体（合作社）产品，既
向全社会展示山阳县脱贫攻坚
成果，又为村集体（合作社）产品
搭建推广、销售平台。二是提升
服务运营。通过开展购年货、尝
美食、看大戏等活动，激发群众
开发旅游商品、发掘山阳美食的
热情，满足游客春节期间“吃住
购娱”基本需求。三是凸显文旅
惠民。不仅全县各景区制定春
节优惠政策、开展丰富多彩的旅
游惠民活动，文化馆、博物馆、图
书馆等也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
文化惠民活动，真正让全社会共
享文旅建设成果。

1月13日上午，高陵区姬
家街道杨官寨村村委会大厅
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该村
2019年集体收益分红大会正
在热烈而有序地进行，在场的
村民们紧握被珍视为“活资
产”的股权证书，激动而焦急
地等待着被点名叫号，幸福与
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当天活动现场共分红
2043.8万元，其中，3984名正
式社员股东分红1992万元，每
人分红5000元，新增的518名
未转正社员股东分红 51.8万
元，每人分得 1000元，看着手
里的“真金白银”，大家已经笑
得合不拢嘴。

“这已经是村上连续第10

年分红了，我家总共5口人，这
次分了 2.5万元，比去年多了
足足 1万块哩，够咱过个洋火
年咧！”杨官寨村村民陈社平
激动地告诉记者。据了解，杨
官寨村早年因泾河工业园区
规划建设，被征地 5500多亩，
只留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273亩。如何激活这273亩土
地资源，带动群众发家致富？
高陵区委、区政府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指导该村依托“农
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
点”政策优势，以赋予农民更
多财产权利为重点，积极探索
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着
力以抓改革，促“三变”为指
引，加快推进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杨官
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也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建立并壮大起
来，更为全区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提供了经验。

今年以来，高陵区借乡村
振兴战略东风，抢抓被确定为

“首批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对
象”和“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集体经
济改革试点”契机，不断强化基
层党组织作用，规范集体经济
组织管理运行，探索农村集体
经济壮大路子，完善集体经济
收益分配，持续用力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农民共同富裕。2019年
度，全区新增18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实现分红，分红人数
40849 人 ，分 红 总 额 达 到
4114.4万元。

下一步，高陵区还将从金
融支持、建设用地指标规划、政
府小额工程商品服务采购、产
业项目扶持、招商引资、税费减
免等方面，对村集体经济组织
给予扶持，进一步发挥政策优
势，做大产业规模，壮大集体经
济，增加群众收入，形成示范效
应，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梳理总
结，建立健全一套可复制、能推
广、利修法的完备制度体系，让
更多老百姓享受到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的红利。

本报记者高峰
通讯员孙记营

高陵区：分红让村民乐开花

本报讯（记者 张维）1月12日，
目前世界上在建规模最大的公路隧
道——宝坪高速秦岭天台山隧道左
线进口顺利实现贯通，标志着该项目
又一重点工程实现突破，宝坪高速公
路建设进入决战阶段。

秦岭天台山隧道作为宝坪项目
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15.56公里，净
宽14米，净高5米，设计时速每小时
80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是
目前世界上在建规模最大的公路隧
道。由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LJ-10合同段施工入口位于秦岭山
脉的一处沟壑内，左线全长3.493公
里，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具有断层破
碎带、岩爆、突涌水等不利现象，施工
难度大、风险高。至此，隧道左线出口
段、右线出口段及左线进口段均已实
现贯通，为后续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宝坪高速秦岭天台山隧道
左线进口贯通

本报安康讯（记者 吴琛）1月13
日，由省发改委、省工信厅、安康市政
府联合主办的“安康市开放招商暨重
点合作项目推进大会”在安康市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800余家企业代表和
商协会代表应邀参会。

在上午举行的“开放招商暨重点
合作项目推进大会”和下午举行的“重
点项目对接活动”和“民营企业家暨在
外创业人士迎新春恳谈会”上，安康签
约招商项目48个、总投资279亿元。

安康签约
招商项目48个

本报讯（记者 张维）陕西省汉
中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隆庆
（正厅级）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一案，
由陕西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陕西省人
民检察院指定，由安康市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日前，安康市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贪污罪对
王隆庆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检察机关依法
对王隆庆决定逮捕

本报讯（记者 文锦）昨日，西安
市铁腕治霾办通报 2019年 12月全
市绕城高速内主城区道路颗粒物污
染情况，曲江新区最干净，阎良区污
染最大。

通过出租车走航监测，区县排
名情况按路段PM10月均浓度现状
由低到高排名，依次为曲江新区、碑
林区、航天基地、新城区、长安区、雁
塔区、灞桥区、浐灞生态区、莲湖区、
未央区、经开区、高新区、蓝田县、航
空基地、国际港务区、周至县、临潼
区、鄠邑区、高陵区、阎良区。

2489条路段PM10月均浓度由
高到低排名，共有红色等级路段124
条，橙色路段 373条，黄色路段 747
条，绿色路段1245条。鄠邑区红色
等级路段最多（25条），占所有红色路
段的20.16%，占本辖区路段总数的
18.12%；碑林区绿色等级路段最多
（151条），占所有绿色路段的12.13%，
占本辖区路段总数的98.05%。

西安通报上月
道路颗粒物污染排名

看大戏 赏民俗 游漫川

2020 山阳约你过大年

民警深夜雪山救援被困群众
本报安康讯（查家立黄开徐

记者吴琛)1月12日20时20分，
平利县公安局正阳派出所接到
指挥中心指令：在平利县正阳镇
前往重庆城口县方向，接近正阳
高山大草原的雪山上，有车辆和
人员被困，请前往救助。

接警后，正阳派出所民警携
带防滑链、液压千斤顶、除雪铲
等工具立即前往救助。因草原
雪山上没有通信信号，出警民警
一直无法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无法确定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与详细情况，民警便驾车在雪山
沿途寻找。

出警民警在行驶至正阳镇
至重庆城口县方向 12公里处，
因道路积雪太厚，并且积雪下
有结冰层，坡度急增，安装防滑
链的四驱出警车也无法通行，

此时距离求救人员报警已经过
去了一个多小时，民警决定携
带重达 40公斤的装备徒步进
山寻找被困人员。出警民警在
正阳镇至城口县方向 16公里
处，找到被困人员徐某某等五
人，因被困时间较长，雪山上
气温寒冷，徐某某 5岁的女儿
已经冻得脸色发青。民警一
边将女孩抱至 4公里外的出警
车上取暖，一边迅速铲雪、铺
沙、安装防滑链。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不懈努力，最终在 13日
凌晨0时15分将被困车辆成功
救出。

被困车辆被救出后，徐某某
紧紧握住民警的手，告诉民警：
其一家是重庆城口人，1月10日
驾车到平利旅游，13日要赶回重
庆城口上班，因高速路途较远，

于是就打算从正阳翻过大草原
返回城口，但半路防滑链断裂，
车辆失控陷入道路内侧的排水

沟被困，多亏民警及时帮助与救
援，要不然小孩夜里在雪山上就
冻坏了。

救援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