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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给 父 母 的 美 食

本报讯 9 月 27 日，2013 中国休闲

乡村发展（蓬莱）峰会在山东省蓬莱市

举行。本次峰会以“美丽中国建设与休

闲乡村发展”为主题，探讨中国休闲乡

村的发展潮流与风向。我县作为特邀嘉

宾亮相“2013 中国休闲乡村发展（蓬莱）

峰会”。

会上，业内专家、学者在峰会中围

绕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主题小镇的发展、

国际休闲乡村发展典型案例、山东省乡

村旅游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议题，交

流国内外休闲乡村发展经验，探索休闲

乡村发展思路。通过宏观层面对乡村旅

游发展的解读，引发行业关于乡村旅游

发展的思考，如何规划建设、如何融资

管理等。

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本次峰会，副县

长杨建平代表凤县向各位参会领导、专

家详细介绍了我县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

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副主席、世界休闲组

织中国分会副会长朱至珍先生及与会各

位专家对我县乡村旅游和休闲产业的发

展给予肯定。                  （蔡静）

本报讯 9 月 25 日，我县 60 家党政机

关政务微博集中在凤县新闻网上亮相，全

面构建起网络问政新方式，开始探索一条

网络时代的群众路线。

近年来，网络问政已逐渐成为民众与

政府交流的一种新形式。为了适应这一趋

势，我县于 2011 年在新浪、腾讯开通了政

务微博，名称为“凤县宣传”和“凤县发布”，

每天坚持发送近 10 条各类信息，受到广大

网友关注和欢迎。

今年以来，我县又根据民生优先原则，

首批选择了 43 个重点部门单位和 9 个镇作

为试点单位开设政务微博。这些开通微博

的相关部门单位按照“服务公众、倾听民

声、化解矛盾”的工作理念，第一时间发

布重大决策或重要工作部署等方面信息，

第一时间在线办理网友的意见和诉求，积

极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与网民互动，同

时还不定期地收集网友对政府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

“十一黄金周”来临前夕，众多外地游

客在微博上纷纷询问前往凤县的乘车、住

宿、旅游景点等相关信息，“凤县宣传”、“凤

县旅游”、“凤县文化旅游管委会”等政务

微博抢着为游客解答相关问题。每逢恶劣

天气，全县政务微博积极联动，及时预警、

提供相关信息、提示当地群众防滑防灾。

看到政务微博的优势和力量后，不少未要

求开通的单位和基层站所纷纷自主开通了

政务微博。

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

逐步在全县党政部门所有干部中推广使用个人

微博，要通过微博这一平台，有效引导社会舆

论，及时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网络氛围，为凤县经济

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贡献力量。”      ( 何鹏 )

凤县旅游亮相
中国休闲乡村发展蓬莱峰会

本报讯 近日，河口镇安河寺村

民张勤英饲养的林麝出现异常状况，

紧急时刻她想到了镇上发的“土专

家”便民服务卡。一个电话，“土专家”

孟小东马上赶来，经诊断后开具了

救治处方，很快林麝便恢复了往日

的健康状态，张勤英感慨万分：“没

想到一张小小的便民联系卡还真管

用！”这是河口镇在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调研中，推出的 “土专家”

便民服务联系卡制度，为群众解决

致富道路上的实际困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河口镇苹果、蔬菜、特种

养殖六大主导产业发展迅速，同时

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土专家”、“田

秀才”。河口镇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调研中，了解到诸多群众缺乏

信息和养殖、种植技术等产业发展

问题后，镇上通过调查摸底，建立

了产业发展大户、技术能手和农民

经纪人的信息库，精心遴选了 92 名

实用技术人才，将姓名、专长、联

络电话印制成了“河口镇‘土专家’

便民联系卡”，免费发送给群众，使

农户不出门，便可有效解决农民发

展产业缺技术和少销路的难题。

自“服务卡”在该镇试行后，

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同，一张小小的便民服

务卡成了群众解决致富路上困难的“有效通行

证”。 截至目前，该镇已向群众发放便民服务

卡 1000 多张，科技专家免费为村民提供产业

技术咨询和帮扶 300 多次，帮助农户销售了价

值近 6 万元的农产品。              （杨鹏 ）

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
际，编者特意整理了几道
简单易做，又美味滋补的
菜肴，希望做儿女的能亲
自下厨，用自己做的美食
来表达对父母的关爱。

时令佳肴——菊花菜
烩蛋饺

菊花菜是这个季节的
时令食材，蛋饺则是老人
们颇感亲切和喜欢的一道
传统菜肴，在重阳节这天
做给父母品尝，定会让老
人吃得眉开眼笑。

做法：猪肉剁碎，分
次加水，搅拌上劲，加入
盐、糖、香油、料酒及葱
姜末拌匀；然后将蛋液打
匀，将汤勺放在火上烧透，
用厨房纸擦上油，放入适
量的蛋液，摊成饼状后，
放入肉馅，再用筷子将蛋
饼的一边夹起，盖住肉馅，
压紧，制成蛋饺；菊花菜
洗净，笋去皮切片；将做
好的蛋饺放入砂锅，加入
菊花菜和笋片，放入高汤，
大火烧开后，下盐调味，
再炖 10 分钟即可。

养肺润肠——鲫鱼萝
卜汤

鲫鱼含有优质蛋白质，
白萝卜是药食兼用的最佳
蔬菜之一，养肺润肠，顺
气消食，可谓百病皆宜。

做法：鲫鱼去鳞、鳃、
肠洗净，抹干表面水分；
萝卜去皮切丝，入沸水焯
一下捞起沥干；炒锅倒入
油烧至六成热，将鲫鱼慢
慢滑入锅中；中火将鱼煎
黄后翻面也煎至金黄；倒
入足量开水，大火煮 10 分
钟，倒入萝卜丝再煮 2 分
钟，调入盐和白胡椒粉，
撒上香菜即可。

养生御寒——三宝羹
用南瓜、红薯、山药

做成的三宝羹，软糯甘润，
香甜可口，有非常好的补
养作用，很适合老人、儿童。

做法：南瓜削去外皮，
山药、红薯洗净，分别切
成小块；将几样食材放入
锅中蒸熟；趁热剥去山药
和红薯的外皮；将蒸熟的
几样食材放入搅拌机中，
加入少量温开水搅拌成泥，
盛入碗中，撒些熟芝麻或
干果碎即可。山药和红薯
不必先削皮，待蒸熟后皮
很容易剥下；红薯含有氧
化酶，容易在胃内产生气
体，一次不要吃太多。

嫩滑美味——香菇蒸
滑鸡

滑嫩鲜香的鸡肉，吸
饱了鸡汁的香菇，分外美
味，而蒸出来的汤汁又可
以拌饭吃，可谓一举多得。

做法：鸡洗净后切块，
放入姜丝，加入盐、少许
白糖、生抽、香油，重点
要再加一匙淀粉，这是“滑
鸡”之滑的秘诀，拌匀后
放置半小时以上使之入味；
香菇泡发，红枣也稍微泡
一下，然后把香菇切成薄
片，红枣去核切细；把准
备好的香菇和红枣加到腌
好的鸡块中拌匀；拌好的
鸡块放到盘子中，淋上少
许花生油，蒸锅烧开后，
上锅加盖蒸 15~20 分钟左
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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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走进我县

各镇及县级服务窗口单位，均

可看到一面醒目的“去向告知

牌”，单位每个工作人员的基

本信息和工作动态一目了然，

群众前来办事看牌找人，十分

方便，这一制度的实施获得群

众的一致称赞。

根据《关于设立工作人

员去向告知牌的通知》要求，

从 10 月 1 日起，全县各镇及

县级服务窗口单位开始推行

“工作人员去向告知牌”制度，

在机关显眼位置统一制作、

悬挂“工作人员去向告知牌”，

告知牌上公示了每个工作人

员的姓名、职务或岗位、工作

动态等信息，并且设置了“暂

离、开会、外出、休假”等去

向栏目。每天上班时间，由专

人将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去向、

事由等情况收集整理后在“告

知牌”上公示。工作人员在

工作期间如因工作需要离岗，

就在去向告知牌上标明去向、

事由、时间等。前来办事的

群众如果发现工作期间有擅

自离岗且未标明事由、去向

的工作人员，可以进行投诉，

投诉情况将作为干部职工年

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截止目前，全县 9 个镇、

46 个县级服务窗口单位的工

作人员去向告知牌已制作完

毕并投入使用。   

         （张红 陶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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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至 9 日，《盛世中国 · 美丽宝
鸡》——宝鸡市纪念改革开放 35 周年成就展
在县体育馆展出，引来干部群众千余人参观，
在全县掀起了思变化、谋发展的热潮。该展

览共精选优秀照片 700 多幅，制作展板 100 块，
分为党建篇、工业篇、农业篇等 12 部分，全
面系统的展示了改革开放 35 年来，宝鸡发生
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刘鸿）

本报讯 近日，我县第一座智能组装式冷库

在黄牛铺镇开机运营，该冷库由凤县兴农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承建，设计容积 500 立方米，可

储存蔬菜、瓜果、食用菌 100 吨。

此项目为县农业局于今年年初从省农业厅

争取，宝鸡地区共 60 座，由农民专业合作社

承建，全县计划建成 100 吨组装式冷库 30 座。

组装式冷库的建成，可以对香菇、蔬菜初加工

前进行预冷，解决农副产品长途运输中因作物

呼吸作用引起的发热问题，使农产品可以存储

外销，缓解家庭农产品销售中收购方压级压价

问题，对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增加农业收入

将起到重要作用。

（杨龙）

政务微博全覆盖   网络问政成时尚

《盛世中国·美丽宝鸡》巡展受关注

本报讯 近日，双石铺中学投资 96

万元安装的 34 套交互式电子白板正式投

入使用，让全校 2000 名山区孩子和“城

里”学生一样享受到数字化的教学资源，

这也是宝鸡市第一个实现电子白板全覆

盖的山区中学。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新式的智能

电子白板没有粉笔灰、不用擦黑板、可

以实时修改，甚至可以用笔和手指代替

鼠标，直接在白板上写字、画图、打分、

作批注等。双石铺中学是我县最大的寄

宿制中学，全校共 2000 多名学生，占全

县初中人数的 67%。

据该校负责人介绍，此次该校投资

96 万元新安装的 34 套交互式电子白板

正式投入使用，让优质的教学资源覆盖

了全校。此外，该校为了加快数字化教学，

将幻灯机、投影仪等一批现代化的教学

设备引进校园、走进教室，学校还为每

位老师配备了电脑。          （秋夏成） 本报讯 日前，2013 中国 -- 阿拉

伯国家博览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我县选

送的凤椒“大红袍”等特色产品应邀参会，

并深受中外客商喜爱。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以“传

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为宗旨，

是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其他伊斯兰

国家全面合作的重要平台。2013 中阿博

览会吸引了 67 个国家和地区、46 家中

外大型商协会、1200 多家大型企业和金

融机构参展。

展销中，我县选送的凤椒“大红袍”

成为调味品中的佼佼者，特别是陕西雨

润椒业科技开发责任有限公司生产的花

椒油、凤椒芽菜等清真食品，受到了广

大客商的好评，所带产品被抢购一空。

                         （杨波）

凤椒走俏中阿博览会

本报讯 近日，我县 2012 年开工的

30 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镇村干部群众

和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全面完

成建设任务，经县有关部门检查验收，

工程质量全部合格，目前已投入使用。

30处饮水工程由国家投资714万元，

群众自筹10.37万元，累计铺设输、配水管

网197公里，新建拦水坝6座，集水井28眼，

集水池6座，沉淀池25座，蓄水池37座，

大口井6眼，机房3座，机电设备6套，共

解决了全县28个村及市马头滩林业局东峪

沟林场、市辛家山林场15226人的饮水问题。

除此以外，县水利部门还结合“三

问三解”、群众路线教育等活动，筹集资

金 31.97 万元，先后为国安寺、桑园等

17 个村组（单位）补助了饮水工程维修

所需管材管件及水泥，投资 84.66 万元，

新建了灵官峡羌寨供水工程。    （水轩）

34套电子白板走进双中课堂

全县首座组装式冷库
建成运行

简  讯

猪苓种植户集中“充电”
本报讯 9 月 26 日，县科技局邀请猪

苓种植专家、留坝县真菌研究所所长殷书

学，对全县猪苓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各镇

猪苓种植户代表及意向种植户进行了集中

培训。殷书学从密环菌菌种生产技术，密

环菌菌枝、菌材培养技术，猪苓的规范化

栽培技术以及市场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讲解，并现场解答群众问题，现场演

示栽培技术要点。整个培训不论是主题的

定位，还是培训内容的设计，培训方法的

实用性和直观性，都经过精心选择，深受

广大养殖户欢迎。           ( 科技局 )

清除路面保畅通
本报讯 近日，为保障道路畅通，县

路政大队对国省道公路上打场晒粮进行集

中清理。据统计，整治活动共散发宣传资

料300余份，清除占用公路打场晒粮20处，

共计 600 平米，清除路面堆积物 30 余处，

确保了公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  （高亮）

运管站夜查“黑出租”
本报讯 为巩固客运出租市场整顿成

果，近日，县运管站组织全体人员，乘

3 辆稽查车，从 6 点 30 分开始，到 10 点

30 分结束，开展了今年最大一次夜查“黑

出租”活动，整个活动期间，盘查车辆

10 余辆，查扣嫌疑车辆 1 辆，有效遏制

了黑出租营运在我县的蔓延，打击了黑车

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震慑黑车车主，维护

了广大合法经营者的权利。    （魏昱仓）

30处农村饮水工程建成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