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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纵览

本报榆林讯（张利平 记者 刘美）
9月25日，榆林市榆阳区2020年西安
招商引资会议暨异地榆阳商会颁牌仪
式在西安举行，这是榆阳区扩大对外开
放，加快内外循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一次重要举措，会上集中
签约合同项目5个，协议项目7个，引资
总额达163.5亿元。

会上，分别为西安、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榆阳商会、招商联络中心、
人才联络服务站颁牌；为西安榆阳商
会顾问、名誉会长、秘书长颁发聘书；
榆阳区作了项目推介。榆阳区与陕
西基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东南
铝业制造有限公司等 12家省内外一
流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签约合同
项目 5个、协议项目 7个，引资总额达
163.5亿元。

“主动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呼包鄂榆
城市群发展等国家战略，跳出陕北、面
向全国、放眼世界，努力走在发展的最
前沿、时代的最前列。”榆林市政协副主
席、榆阳区委书记苗丰对榆阳区今后的
招商引资工作作如是部署。

“广大企业家朋友要勇于担当创
业，涵养深厚情怀，开阔格局境界，把榆
商精神的家国情怀、家乡情结，与新时
代的使命担当、历史责任融为一体，干
出一番脚踏实地、顶天立地的大事业。”
苗丰说。

“榆阳区狠抓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扶
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我们之所以选
择榆阳高新区，投资体育小镇康养项
目，就是要与榆阳区一起合作共赢，共
谋发展。”签约企业代表、陕西基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亚光说。

每天天不亮，家住绥德县张
家砭镇王家硷村的脱贫户贺喜
发就在自家的羊舍里忙活起来，
准备草料、清洁羊舍、观察每只
羊的健康状况……这些都是贺
喜发每天的“必修课”。

从贫困户到现在的养羊大
户，贺喜发靠自身努力摘下了

“穷帽子”，成为周边村民自力更
生、脱贫奋进的好榜样。2017年
到 2019年，贺喜发连续被评为

“勤劳致富模范户”“张家砭好人
——脱贫典型”和“第二届绥德
好人——脱贫标兵”。

由于缺少资金、不懂科学种
植技术，再加上家里有两个上学
的孩子，2013年，一直在家靠务
农维持生计的贺喜发被识别为
贫困户。2014年，依托精准扶贫
政策，贺喜发家流转土地 230
亩，建起了羊舍。2016年，政府
补贴 10万元帮他建起了驴舍，
也就是这一年，贺喜发家正式退
出了贫困户，羊舍也在他和妻子

的悉心经营下，规模不断扩大。
现在的贺喜发成了远近闻

名的脱贫“明星”，他家目前存栏
羊 280只、牛 23头、驴 50头，一
年下来能收入40—50万元，“看
到现在的羊肉市场行情，我致富
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贺喜发
笑着说。

几年下来，贺喜发也从养羊
的“小白”变成了“行家里手”。

贺喜发养羊的诀窍是：经
常给羊听音乐。“给羊听音乐，
不仅能让羊的心情愉悦，还能
提高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以往每到阴雨天，羊的食欲很
差，但是听了音乐的羊，这方
面的适应性明显好多了。”贺
喜发说。

为了降低养殖成本，贺喜发
种植了 400多亩玉米和青草专

门用来饲养牲畜，每到农忙时他
能雇佣七八名村民帮助收割，基
本实现了种植、养殖平衡。“今
后，我还会继续扩大羊等牲畜的
饲养规模，给村里人提供更多的
就业岗位，同时我也会向大家传
授我的养殖经验，带动更多村民
加入养殖产业，带领全村人一起
奔小康。”贺喜发说。
文/图张占林本报记者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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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渭南、宝鸡、汉中之后，9
月26日，“国花瓷·青韵杯”陕西
省全民健身羽毛球大赛迎来西
安赛区首场赛事。400多名参赛
选手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对于他
们来说，赛场上的友谊相比于比
赛名次要重要得多。

轻快的脚步在地面上跃动
着，胳膊用力挥舞球拍，时而轻
挑、时而重扣，羽毛球在天空中
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场边的
加油声此起彼伏，9月 26日，这
样的一幕在西安高新区的导航
羽毛球馆中上演。在“国花瓷·
青韵杯”陕西省全民健身羽毛球
大赛西安赛区首场赛事上，选手
们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观
众和队友的心好像空中的羽毛

球一样飞舞跳动着，紧张激烈的
角逐接连上演。

国花瓷队的王小锋和杨军
胜均已年近半百，用他们的话来
说，两个老伙计能在赛场上发
挥余热，让他们很高兴，羽毛球
这项运动见证了二人的友谊。

“我们都是白酒经销商，在生意
上结识后，发现大家有相同的
爱好，就是打羽毛球，我们在一
起打球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
这次组合参加‘男双’项目，名
次不重要，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杨军胜说。

今年22岁的管蕾蕾是华山
生态水泥队的参赛队员，别看她
年纪小，在其他参赛者眼中，她
可是这次比赛的种子选手。因

为接受过专业羽毛球训练，管蕾
蕾在赛场上打起球来显得得心
应手，但她丝毫没有自满，她说
参加此次比赛自己并不看重名
次，反倒是能在赛场上结交到有
共同爱好的朋友，对于她来说更
为宝贵。

“我们今天一共有 10名队
员参加比赛，前三场均取得了胜
利，大家在赛场上斗志昂扬。”迈
朴资本队的队长如是说。队员
们表示，他们都是工作上的同
事，此次参加比赛，一来丰富了
工作以外的生活，二来锻炼了身
体，更重要的是，赛场上大家通
力合作，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
更有团队凝聚力。

“国花瓷·青韵杯”陕西省全

民健身羽毛球大赛西安赛区首
场赛事得到了PICC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
公司、中国联通西安市分公司、
娃哈哈的赞助。大赛吸引了包
括国花瓷队、华山生态水泥队、
迈朴资本队在内的25个团队参
赛，加上个人参赛选手，共计有
400余人在赛场上激烈角逐，赛
事分为男单、男双、女单、女双、
团队五个项目进行。

据悉，此次大赛西安赛区除
了9月26日的首场比赛外，10月
17日、10月18日，还将有两场精
彩的比赛在西安打响，每场比赛
取各项目前六名进入决赛，西安
赛区决赛将于10月24日举行。

本报记者白圩珑李宗华

本报讯（记者 文晨）9月 26日上
午，“我要上全运”2020陕西第三届公
益足球赛在西安奥体中心拉开大幕。
足球赛以“喜迎十四运陕亮西安港”为
主题，发挥全民健身和足球运动综合带
动效应，发动全社会特别是新闻媒体的
力量，倡导公益和社会正能量，助力“办
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8支球队
将在一个月时间里，以足球传播公益，
以公益温暖人心，以球为媒共同传递公
益正能量。

揭幕战上，西安国际港务区足球队
4:1战胜陕体FC足球队，中省媒体联队
3:0战胜三星足球队。

今年，府谷县市场监管局按
照“源头可溯、去向可追、风险可
控、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建
立了覆盖生产加工、终端销售、
政府监管、企业管理、公众查询
等环节的“一品一码”食品源头
追溯体系，实现了食品质量安
全可追溯，保证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监督权。
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而

言，可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意识
和水平，促进产业规范发展，强
化风险危害排查和控制，实现
精确定位责任、提升企业和品
牌的形象，有利于拓展市场。
对消费者而言，可通过查询“一

品一码”，了解食品或食用农产
品的“前世今生”，实现“明白消
费、吃得放心”；也可提升公众
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和参与
度，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
管的良好氛围。

目前，府谷县首批试点纳入
系统经营超市 18家，商品范围

涵盖水果、蔬菜、杂粮、米面、酒
类等，累计制作二维码 768个。
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此
项工作，逐渐扩大覆盖面和商品
种类，实现各类商品知来源、明
去向，质量可追溯，保障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郝振虎本报记者刘美

本报讯（项圆记者白圩珑）
“多亏民警同志来得及时，扑灭
了大火，不然房子烧毁了，以后
的日子真不敢想象！”神木市万
镇李家峁村村民李某拉着万镇
派出所民警的手，热泪盈眶地感
谢道。以服务群众、打造一方平
安为己任，神木市万镇派出所深
入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

为群众提供贴心的安全服务，受
到群众广泛称赞。

近日，神木市万镇派出所民
警在辖区走访时，途中路过万镇
李家峁村，发现一村民家中着
火，火苗已蹿出房顶，形势十分
危急。民警看到这一情况，立即
对围观群众进行疏散，并隔离现
场，进入火场查看评估风险。随

后，在做好安全防范的前提下，
民警立即组织周围群众展开救
援。经过 30分钟的努力，终于
将房屋内的爆炸物移除、明火扑
灭，避免了大火蔓延造成更大的
损失。

大火扑灭后，民警进行了调
查了解。原来，该村村民李某因
需给农耕器具加燃料，将汽油放

到了厨房，不慎将汽油洒落引发
火灾，所幸扑救及时，并无人员伤
亡，最大限度降低了群众损失。

“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意
识，切勿在厨房等有明火的地方
存放油料等可燃物，增强个人防
火知识，保护好个人生命及财产
安全不受威胁。”大火扑灭后，民
警向在场群众谆谆告诫。

路遇民房着火民警奋力扑救

“国花瓷·青韵杯”羽毛球赛西安赛区首场开赛

400余名选手以“球”会友

今年以来，定边县税务局以打造节
约型机关为抓手，以勤俭节约、保障有
力为原则，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
能，引导全局上下树立资源忧患意识和
勤俭办事思想，积极营造浪费可耻、节
约光荣的良好氛围，切实将勤俭节约意
识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中。

据悉，定边县税务局将继续创新服
务举措，着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机关运行成本，进一步树立节约能
源资源的理念，将思想意识上的节能节
约自觉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节约一滴
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携手创建节约
型机关，为定边地区经济绿色健康发展
作出税务贡献。 崔馨予左敏宏

绥德“羊倌”贺喜发的小康路

府谷食品有了“身份证”

榆阳2020年
西安招商引资会举行

2020陕西第三届
公益足球赛开赛

定边县税务局
倡导低碳勤俭
打造节约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