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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汉中讯（记者 李杰
陈卫平）2月22日上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汉中市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汉中市政
府礼堂举行。市政协主席严维
佳代表政协第五届汉中市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市政
协副主席陈鹏代表政协第五届
汉中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关
于五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

严维佳从持之以恒提高政
治站位，把牢政协工作正确方
向；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大局，助
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体
现提质增效导向，推动工作取得
坚实成果；牢牢把握团结民主主

题，汇聚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注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彰显政
协委员责任担当；着力加强政协
自身建设，筑牢政协事业发展根
基等六个方面回顾总结了市政
协过去一年的工作。

严维佳指出，2021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汉中加快
追赶超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之年。市政协工作的总体要
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和中共十九大及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及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高效能治理要求，聚焦市委
五届十一次全会的各项决策部
署，以助力实现“十四五”良好
开局为工作主线，以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为中心环节，以推动
落实《中共汉中市委关于新时
代加强和改进全市政协工作
的实施意见》为重要契机，进
一步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
综合承载功能，不断提高凝聚
共识水平，持续深化建言资政
实效，在加快追赶超越和建设
区域中心城市、生态经济强市、
幸福宜居名市新征程中不断作
出新的贡献。

陈鹏在报告中说，一年来，
市政协常委会始终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提高质量，讲求实
效”的提案工作方针，以开展“提
案质量提升年”为主题，以制度
建设为保障，推动提案工作提质
增效，实现了在服务大局中勇担
当，在双向发力中善作为，在机
制创新中求突破。全年共收到
提案468件，经审查立案329件，
立案率 70.3％。通过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提案承办单位积极采
纳落实提案建议，所立提案已全
部按时办复。

当日下午，全体委员和列席
会议的同志就相关报告进行了
分组讨论。

汉中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开幕

本报讯（记者文晨）日前，
2021年陕西省农业科技大培
训活动在西安启动，邀请小麦、
玉米、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就小麦、玉米田间管理，生
猪规模化养殖等开展线上示范
培训，现场连线解答农民技术
难题。记者了解到，我省今年
将建设10所标准化培训机构，
10所具有示范带动性的农民田
间学校，力争全年培训人数突

破 1万人，全面提升农民教育
培训质量效能。

近年来，我省以现代农业
发展和农民科技需求为导向，
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为目标，
充分利用各类教育培训资源，
强基础、提实效，多层次、多渠
道、多形式地开展培训，形成
了各部门、各体系广泛参与，
上下联动、层层落实的大培训
格局。

在去年举办的陕西省高素
质农民领军人才培训班上，根
据关中、陕南、陕北不同区域分
别设置了设施蔬菜栽培核心技
术、食用菌栽培技术、林下经济
发展的思路与措施、中草药规
范化生产栽培技术、高山苹果
生产关键技术、小杂粮栽培核
心技术、马铃薯栽培核心技术
等有针对性的专题。同时，通
过在杨凌示范区电子商务服务

中心、杨凌农业云服务中心、杨
凌农业智慧园、杨凌天珍食用
菌合作社等地进行现场观摩交
流，让学员们实地了解现代农
业科技发展动态，更好地瞄准
农产品市场需求，打造中高端
农产品品牌。

截至目前，全省共培养高
素质农民 206348 人，认定
109973人，其中高级 3804人、
中级9561人、初级96608人。

陕西省农业科技大培训活动启动

今年将建10所标准化培训机构

她够刚，面对群众合理诉
求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直接把
有关领导堵在会议室门口。哪
怕是责任单位都在场的会议
上，也直截了当指出问题症结，
据理力争，不留情面。她够柔，

“信访工作虽难，但只要和信访
群众坐在一条凳子上，再大的
心结都能打开”。面对信访群
众，她不再是局长，自己也成了
当事人。

她就是安康市政府副秘书
长、市信访局局长马霞。扎根信
访工作近8年，作为全省在任时
间最长的地市信访局长，马霞用

“刚”和“柔”诠释了她对信访工
作的一往情深。

2013年6月，初任安康市信
访局局长的马霞，没想到信访工
作竟然这么难。半年多遇到的
矛盾和问题，使马霞深深认识
到，面对一大堆信访积案和群众
无序信访，必须在体制机制上动
真格的，安康信访工作必须打个
漂亮的翻身仗，否则，永远是积
重难返。

第一仗，督查。开展“百日
信访积案化解攻坚”活动，在全
市抽调 36名县级领导，组成 12
个督查组，对辖区信访案件进行
大起底大排查大督查，对全市排
查的 297件信访积案和省委领
导批办的21件重点积案进行集

中督办，摸清案情，推动化解。
期间，马霞跑遍了当时信访最突
出的 18个镇办，一案一案地听
案情，研究制定化解措施，挂牌
推动化解。

第二仗，夯责。当了信访局
长，就不怕麻烦、不怕得罪人。
她请分管领导坐镇，召集责任单
位一案一案研判陈年老案和群
体访。她把最难的案件提交给
市级四大班子领导包抓，案件不
化解，包案领导不变，工作专班
不解散。对一些重点案件，马霞
主动给包案领导汇报，陪着下去
调查，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一个
一个地跑。

第三仗，规范。“仗”打得最
激烈效果最明显的就是——规
范信访秩序。一手抓信访办理
规范化，及时就地解决合理诉
求；一手抓信访秩序法治化，依
法打击缠访闹访等涉访违法
行为。

积案化解，是马霞信访工作
经历中的难点，却是安康信访工
作的一大亮点。

上任伊始的彻底摸排，整
整 297件积案让马霞倒吸一口
凉气。这些案件矛盾尖锐复
杂，问题交织叠加。面对众多
积案，马霞认真研判后，提出了

“诉求合理的化解一批、生活困
难的帮扶救助一批、缠访闹访

的依法处置一批”的总体思路，
连续开展了信访积案“百日攻
坚”、群体访专项整治、信访积
案化解年、信访矛盾化解攻坚
战等活动。

“对这 297件积案，我们一
锤接着一锤敲，一案接着一案
办，基本得到化解。这 6年累
计办理中央及省、市交办信访
案 件 2178 件 ，按 期 办 结 率
100%！”正所谓“朝领命，夕饮
冰；日未做，夜不寐”，凭着那股
冲劲、韧劲和强烈的责任心，马

霞带领安康信访干部获得一连
串中央及省、市殊荣——安康
市连续 8年被评为“全省信访
工作先进市”，市信访局先后获
得“全省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全市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等
30多个荣誉称号，连续 8年在
全市目标责任考核中获得优
秀。她自己也因此连续 9年被
评为优秀公务员，记三等功 3
次，成为安康乃至全省信访系
统的一面旗帜！

本报记者赵争耀

西安话剧院新城剧场 2021“新春
演出季”已正式拉开帷幕。话剧《长安
第二碗》昨晚精彩上演，有泪有笑，有情
怀，有力量，作为“新春演出季”的首个
演出剧目，《长安第二碗》用温暖细腻的
笔触展现了平凡生命中的闪光之处。

据悉，此次“新春演出季”的两台剧
目皆由重量级主创班底制作。话剧《长
安第二碗》率先上演，该剧是由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青年编剧陈梦
梵编剧，国家一级导演查明哲、西安话
剧院艺术总监翟卫国执导，历时3年打
造的大型剧目，入选2020年度全国舞
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2020年度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
扶持剧目。该剧以一个经营葫芦头泡
馍的家庭成长史，反映时代与社会的变
化，讴歌了中华儿女拼搏向上、努力创
造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

另悉，2月 27日至 3月 3日，话剧
《路遥》将连续上演 5天。作为省纪委
监委打造的“一戏一剧一片”廉政文
化精品项目中的“一剧”，话剧《路遥》
被文化和旅游部列入“2020年度全国
舞台艺术重点创作计划”，先后入选
省委宣传部“2020年度陕西省重大文
化精品项目”、省文化和旅游厅“2020
年度陕西省重点现实题材剧目创作
计划”和“2020年度大型舞台剧创作
资助项目”。 本报记者王娇莉

本报铜川讯（张淑敏 记者 袁靓）
近期，铜川市降水偏少，气温升高，空气
湿度小，风速较大，林区可燃物极度干
燥，导致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偏高，防火
形势十分严峻。为此，铜川市气象局与
市林业局加大防御措施，联合签订了
《森林防火气象保障服务合作协议》，加
大项目投入，部署建立了森林火险预
报、人工增雨（雪）作业、预警信息发布
传播三道“气象防线”，有效提升森林防
火监测预警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和应急
处置能力，为全市森林防火安全保驾
护航。

依托智能气象预报技术，开发铜川
市森林火险精细化预报预警系统，强化
数据融合分析，建立气象部门与林业部
门常态化会商机制，提前发布高火险等
级预报预警，为各级政府和林业部门指
挥调度森林防灭火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实施森林防灭火人工增雨（雪）作业行
动，加大作业频次，增加有效降水，预防
森林火灾发生，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铜川构筑三道“气象防线”
为森林防火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谢斌）陕西省委统
战部原副部长唐勇（副厅级）涉嫌受贿
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经陕西
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宝鸡市人
民检察院依法向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唐勇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唐勇，听取了辩
护人的意见。宝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指控：被告人唐勇利用担任陕西省略
阳县县长、县委书记，陕西省委统战部
副部长等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干部
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
别巨大；其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
入，差额特别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刚柔并济破解信访难题
记安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马霞

话剧《长安第二碗》
古城上演

唐勇涉嫌受贿、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案提起公诉

马霞用“刚柔并济”诠释了她对信访工作的一往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