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文锦）11月24日，
记者从雁塔区提升生态环境绿色发
展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雁塔区 2021
年空气优良天数已达228天,空气质
量达到八年来最优。

据介绍，雁塔区通过开展重点
污染区域专项行动和大气环境监控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11月底前全面
完成综合治理任务，做到空气子站
周边三公里范围“三个清零”。完成
辖区 32家重点扬尘污染源项目在
线监测设备安装工作，督促相关部
门切实做好道路抑尘工作；移动源

污染整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移
动源污染违法行为；开展秋冬季清
洁能源替代专项行动，持续巩固城
乡居民煤改洁成果。同时，按照“拆
违复绿、见缝插绿、立体增绿、全域
植绿”工作思路，通过道路植绿、打
造绿带、建设公园、设置绿道等方
式，增加城市绿量，扩充城市“绿
肺”。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全区新建
提升绿地公园（广场）100个。今春
以来，辖区新增绿地面积 20余万平
方米，新建提升口袋公园和绿地广
场33个，建设绿道9.2千米。

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记者获
悉，近日，西安市首块污染土地（西化
公司）修复治理工作全面启动，标志
着西安市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向着

“吃得放心、住得安心”的目标迈进。
据了解，西安西化氯碱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化公
司”）曾是一家大型氯碱化工企业，
该公司于 2009年整体搬迁至西安
经开区泾渭工业园区。因该地块

内曾从事过化工行业生产经营活
动，经前期调查及风险评估能确定
的污染面积约3.4亩。为防止污染
物对群众健康造成影响，西安市生
态环境局莲湖分局在西安市生态
环境局指导下主动跟进、全程监
管，及时督促土地使用权人对污染
区域采取污染隔离、阻断等措施，
防止污染扩散，并设立警示牌、围
挡，限制或者避免受体与污染物接

触。同时，按照“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构建“政府指导、科技支
撑、企业参与”的土壤修复合作模
式，积极与西化公司对接协调。目
前，治理工作已全面启动，下一步
将通过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清挖、分
类技术处置、回填压实等处理，清
除土壤污染，恢复土壤性质，使该
污染地块“重获新生”，周边环境得
到持续改善。

本报讯（记者 张利平）“我们
先后引进了三家专业的社会组织，
负责各个空间的运营和承接为民
服务的项目，他们发挥各自的优
势，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是我们社
区治理的重要力量。”西一路街道
兴盛社区居委会主任马卫莉口中
的这些社会组织，其实就是他们的

“幸福伙伴”，通过实施“幸福伙伴”
赋能计划，把人、财物等资源聚集
到社区，有效解决了社区服务力量
短缺、服务供给不足和居民参与度
不高的问题。

兴盛社区位于西安市最美街
巷皇城东路，是新城区西一路街道

下辖的综合型社区。11月24日上
午，记者来到社区的三楼幸福空间
看到，这里分为幸福阅读空间、幸
福议事空间、幸福动力空间、幸福
邻里空间、幸福工坊空间和幸福共
享空间等 6个功能区。兴盛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卫莉告诉
记者，这个面积 300平方米的空间
是今年按照去行政化、更亲民化的
理念，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群众的需
求对各功能分区进行了优化，并引
入专业的社会组织负责运营。为
了更好地服务居民，社区还建立了

“两委”成员AB岗工作制，A岗承

接公共服务，B岗负责便民利民、
志愿服务，确保社区各类服务均衡
发展。据悉，通过搭建“幸福乐享”
服务平台，有力地推进社区去行政
化，让群众活动有阵地，服务更贴
近居民需求，更有温度。

近年来，兴盛社区党委坚持共
建共治共享，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城
市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凝聚社会
资源共驻共建、丰富文明实践活动
凝聚民心，以“厚德皇城·幸福兴
盛”为目标共建“幸福家园”，社区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
提升。

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为了以
“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
砂违法犯罪行为，全力推进西安市
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打击整治攻坚
战，确保河道采砂秩序持续向好、采
砂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河湖面貌
不断改善，近日，经开区河湖长办对
区内渭河等五条河进行河道非法采
砂全面巡查。

此次巡查共组织 30余人成立
专门工作组，对区内所属河道乱
采滥挖现象进行拉网式全面排
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
留空白，不留死角。本次共累计

巡河 23 次，部门级和员工级河长
严格落实巡查工作要求，细致摸
排河道采砂问题，对河道采砂管
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
目前尚未发现区内河道乱采滥挖
现象，河道两岸生态环境良好。
在开展巡察工作的同时，经开区
河湖长办也加大了宣传力度，在
沿线各区域等醒目位置张贴百余
张宣传通告和宣传标语，宣传非
法采砂对河势稳定、防洪、供水和
生态环境等的巨大社会危害，营
造出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的良
好社会氛围。

河道非法采砂排查经开区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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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伙伴”赋能兴盛社区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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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
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24日上午，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指
导，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中共延安市委宣
传部、陕西省作协创联部、陕西文学院承办
的“重温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推动文学精
品创作——新时代延安优秀文学作品研讨
会”在西安举行。会上，以吴克敬《耕梦索
洛湾》、忽培元《乡村第一书记》、侯波《天下
安定》以及邢小俊《国家战略》四部作品为
研讨对象，思考文学在重大历史时刻的引
领作用，探究如何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柯昌万在讲话中强
调，“延安脱贫举世瞩目，四位作家写延安
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变化，我觉得写的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缩影，也是我
们革命圣地的新变化新气象，写的更是世

道人心、人间正道、天地良心。彰显了文学
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近年来，我省广大文学工作者坚持与
时代同步伐，倾情投入到奋进新时代的火
热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了大
批优秀文学作品，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
反响。这四部作品是作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创作成果，体现了这个时代文学应
有的情怀和作家不容推辞的担当。”省作协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齐雅丽表示。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陕西作家的优
良传统和传承不息的创作精神。这四部
作品既有书写脱贫攻坚中贴近生活的细
节和具体感人的故事，也有塑造党员干部
一心为民的生动形象，为我们呈现出新时
代下革命者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四位
作家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梳

理，将其转化为文学体验和文学真实，体
现了有良知作家的责任和担当。文化学
者、评论家肖云儒认真阅读了四部作品，
并做了札记，“这些作品是秉承陕西文学
的基本传统，结出的新的果实。”评论家李
国平、李震、邢小利、仵埂、厚夫等认为，解
析四部作品，对于我们深刻感悟党的百年
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探究在新时期下传
承红色文学基因，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作为《耕梦索洛湾》《国家战略》书中人
物，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柯小海参加了当
日研讨会，与会作家、评论家对他表示了深
深的敬意。评论家王春林、韩鲁华等都表
示：“柯小海式的人物，是时代的脊梁，也是
我们文学作品应该讴歌、记录的人。”

本报记者夏明勤

本报延安讯（记者崔亚樵）23日，延安
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步亮在延安市
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凝心聚力高质量发
展 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系列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延安住房保障体系建成，尤其是棚
户区改造受到国务院表彰。另外，村镇建
设等工作成就显著，农村住房安全也得到
全面保障。

徐步亮介绍，近年来，延安全市累计开
工建设公租房 10.15万套，完成投资 137亿
元，分配入住率 95.6%，创建省级“和谐社
区·幸福家园”示范小区 30个。保障房建
设连续 6年走在全省前列，棚户区改造受
到国务院表彰。中心城区棚改与山体、沟
道综合治理同步推进，老城区面貌发生历
史性变化，革命旧址得到有机保护，红色博

物馆城建设有力推进。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了适应国家住房

保障政策的调整，延安起草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
的实施意见》和《延安市公共租赁住房使
用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实物保障和货币
补贴并举的保障方式，城镇中低收入群众
的住房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村镇建设
成效显著。

据介绍，近年来延安持续推进“两
镇”建设（重点示范镇、文化旅游名镇），成
功申报全国特色小镇 2个、国家重点镇 17
个。全市有省级“两镇”10个，占全省六分
之一，累计争取省级专项奖补资金 4.13亿
元，土地增减挂钩指标 1100亩，全省重点
镇建设现场观摩会两次在延安召开。镇

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常
住人口稳步增长，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
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人居环境进一步
改善。省级重点镇基本建成县域城镇、经
济、服务、文化副中心，省级文化旅游名镇
全部建成A级景区，建设成果位居全省前
列。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村
落总数达到 12个，省级传统村落达到 66
个。紧密结合乡村振兴和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工作，健全了“户分类、村收集、镇转
运、县（或镇）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模式，大力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农村
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的行政村达到
95.04%，农村面貌焕然一新。2016-2018
年牵头负责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得到
国务院和省政府通报表扬。

延安保障房建设连续6年走在全省前列
村镇建设成就显著 农村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本报咸阳讯（陈飞 记者 李小刚）近日，记者
走进长武县亭口镇坷垴村，到处洋溢着甜蜜的味
道。这里的柿子正处在加工季节，在加工厂里，
工作人员将收购来的好品质柿子，进行削皮、晾
晒，等待销往各地。亭口镇坷垴村的柿子，已然
成为当地果农增收致富的钱串串。

2017年 6月，坷垴村利用 20万元扶贫资金，
建成占地约1.2亩的柿饼加工厂、柿饼晾晒大棚3
座，并配套相关设备。同时，还成立了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负责运营。至2020年，坷垴村共加工柿
饼 6万公斤，收入 96万元。2021年，计划加工柿
饼2.5万公斤，预计收入40万元。

“近几年，柿饼的价格每年都在上涨，销路也越
来越好，我们种柿子、做柿饼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小小的柿子，不仅是大家眼中的风景，更是坷垴村
脱贫致富路上的钱串子。满树火红的柿子，让这里
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甜蜜。”一边帮忙加工柿子，一边
喜滋滋地算他今年收入的返乡创业小伙笑着说，

“我家日子能翻身，多亏了亮晶晶的红柿子！”

长武县亭口镇坷垴村

柿子红红火火
日子甜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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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陕军在新时代抒写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