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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安徽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3 中国体育文化 · 体育旅游博览
会”中，我县体育旅游线路入选“2013 年度中国体育旅游
精品项目”。
近年来，我县大力实施
“旅游兴县”战略，先后承办了 361
度乒乓球超级联赛、环中国公路自行车赛等国际、国内赛事，除
此以外，穿越秦岭云顶自行车越野赛、通天河摩托车越野赛、摩
托车走钢丝穿越灵官峡、紫柏山登山节等大型体育赛事接连不
断，带动了群众体育蓬勃发展，我县已成为热爱户外运动的驴
友首选的旅游胜地。此次我县入选
“2013 年度中国体育旅游精
品项目”的体育旅游线路，全程 300 余公里，其中涵盖了山地自
行车越野、摩托车越野、登山探险、漂流、赛龙舟、自驾游等运动
项目，
可以开展多种户外拓展训练。
（秋夏成）

本报讯 11 月 12 日，我县召开县委常
委（扩大）会议，学习传达了 11 月 7 日
全市重点项目推进现场会会议精神，会上
通报了全县 2013 年度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部分项目包抓领导在会上汇报了项目
包抓工作。县委书记张校平强调，要继续
发扬“三高”精神，寻找差距，奋战两个月，
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今 年 以 来， 我 县 安 排 重 点 建 设 项 目
100 个，年度计划投资 80.2 亿元，其中列
入市级重点项目 9 个，年度计划投资 18.5
亿元。截止 10 月底，9 个市级重点项目完
成 投 资 12.6 亿 元，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68%；
全县 100 个重点项目开工 87 个，完成投资
43.5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54.2%。
县委书记张校平指出，要认识到抓发展

最关键的就是抓项目。
当前，
我们的重点项目
建设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要认清形势，
统一思
想，进一步增强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
继续发扬
“三高”
精神，
寻找
差距，
知难而进，
强化措施，
奋战最后两个月，
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张校平要求，
要
认真落实市委唐书记的讲话精神，
做到
“四个
必须”
：只要听汇报，必须听项目建设；只要
检查工作，必须看项目建设；只要召开重要
会议，
必须讲项目建设；只要有突出问题，
必
须亲自协调解决，
带动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进展慢的项目尽快
赶上进度，
未开工的项目本月底前务必开工。
同时，要在争取超额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的同时，
超前谋划明年工作，
做好重点项目的
谋划、
筛选、
申报和争取等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长郑维国就当前重点
工作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全市重点项目
推进现场会的精神，切实改变部分领导干
部存在的“思想不重视、精神状态不佳、
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要进一步强化措施，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力度，创新思路，快速
推进，决战后两月，确保完成今年项目建
设任务；要抢抓机遇，科学谋划，策划包
装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全县各级各部门
都要参与进来，尤其是各镇要作为明年的
项目建设重点，认真思考，积极申报、包
装项目，为明年工作打好基础。
会议由县委书记张校平主持。全体县
级领导，县委相关部门、政府各组成部门
主要负责人共 70 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田俊雅）

城乡发展一体化跻身全省前四
本 报 讯 11 月 10 日，
《 陕西县域城乡 发 展 一 体
化水平评价报告》
发布，
《报
告》
显示我县为陕西县域城
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排名第
四，
位居神木、
府谷、
高陵之
后，
我县也是宝鸡地区唯一
进入十强的县区。
该
《报告》是以西北大
学白永秀教授为首席专家
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科研团
队，
经过 4 年多紧张有序的
研究完成，
是国内第一部以
一个省全部县域的城乡发
展一体化水平为研究对象
的著作。
该
《报告》
就城乡往
来便利性、
城乡收入差距等
指标，
分析县域城乡空间一
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
乡社会一体化等三个维度，
并经过科学的分析计算，
最
终得出结论。
我县自 2009 年被省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全

省统筹城乡农村改革试验
区以来，按照城乡教育、医
疗、养老、就业、住房
“五个
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
构建
“城乡制度并轨统一，
城乡产业联动发展，
城乡社
会互融进步，
城乡居民双向
流动”
的格局。
截至目前，
我县全县城
镇化率 70.6%，全省第一；
城乡居民收入四年翻了一
番，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人
均 GDP 突破 10 万元，人均
财力 8285 元；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比例达到 90%；
农村和城镇社会保障覆盖
率 分 别 为 98%、93.7%；
2.6 万名群众从深山老林
搬迁到公路沿线，80% 的
农村家庭新建了房屋，
农村
人均住房面积超过 30 平方
米，农民进城落户 6069 户
28858 人。
( 刘鸿 )

本报讯 11 月 7 日，省、市 2014 年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相继召开。
会议强调，各级要把做好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作为当前的一件大事，讲政治、顾
大局、早部署、早发动、早征订、早完成，
不 讲 条 件、不
打折扣地全
面完成发行任
务。
会 议 强
调，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是确保党
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途径和基
础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做
好 2014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征订工作，
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切实抓紧
抓好。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负责同志要
亲自部署，党委宣传部门要牵头组织协

环卫工为8000绿化树穿棉衣
连日来，
县园林环卫局职工
对城区内外的 8000 余株绿化树
进行了冬季涂白养护。
据了解，
由
生石灰、
石硫合剂等药液配制而

成的防护液涂抹在树干上，
形成
了一层
“防寒衣”
，
可避免树木遭
受虫害和冻害，
让它们安然过冬。
（秋夏成）

调。市、县各级要在 11 月份开展
“党报
党刊突击征订月”活动，
《 宝鸡日报》的
征订，机关要订到科室，农村要订到村
组，工厂要订到车间班组，大中专院校
要订到班级，医院要订到病房，宾馆要

报党刊征订工作要做到
“四个到位”
，首
先是领导责任到位，单位主要领导要亲
自抓，征订工作要专人负责；二是宣传
发动要到位，县内新闻媒体、各镇各部
门要集中精力做好党报党刊发行的宣
传动员工作，将征订任务分解
到科室、村组和车间；三是要
督促检查到位，要将党报党刊
发行纳入本年度的目标责任制
考核中，对拒不完成任务的相
订到客房，市场要订到门店摊位，旅游
关单位和部门要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景点要尽量多订。
省市视频会议结束后，县委常委、 四是要政策落实到位，要认真落实省委
“五条规定”要求，切
宣传部长袁宏斌就我县的党报党刊征 “约法三章”和市委
订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他强调， 实严明纪律，对违反报刊发行纪律的，
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是当前各级、 一经发现，严肃查处，追究责任，要确保
各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在 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不延期，发行范围不
发行数量不下降。
11 月底前全面完成征订任务，做好党 缩小，
（田俊雅）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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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校平郑维国在我县党政考察团赴眉县宝鸡等地学习考察时指出

奋战两个月 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学经验鼓干劲 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张校平郑维国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强调：

我县
本报讯 11 月 15 日，
9 名县级领导、3 镇 18 个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组成党政考
察团，由县委书记张校平、县
长郑维国带领，
赴眉县和市区
经二路、
植物园对重点项目建
设工作进行考察学习。
经过实地参观学习后，
考察团成员纷纷表示，
眉县近
年来的发展速度让人震撼，
先
进的发展理念、
引进建设大项
目、
推进管理项目等好的做法
以及有力有效的工作落实机
制等，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
鉴。在座谈会上，所有考察团
成员结合自身实际，
就抓好当
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工业经济、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
等方面重点工作谈了计划和
打算，
对加快我县县域经济转
型升级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
张校平强调，眉县的发
展成果让人震撼，广大干部
群众付出的努力让人感动。
他
要求，
我县领导干部要充分利
用这次参观学习的机会，
看一
看，
比一比，
开拓眼界，
丰富思
路。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整
合本地优势资源，
本着为百姓
办事、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
质量的原则，凝心聚力，为县
域经济发展和打造关天副中
心提供有力支撑。最后，张校
平还诚挚邀请眉县领导干部
到我县传经送宝，
交流经验。
郑维国指出，
本次考察学
习初步解决了
“思想的问题”
和
“如何干的问题”这两大核
心问题，
我们应立足于破解发
展难题，一定要解放思想、创
新思路，
破解凤县发展瓶颈；
一定要改进作风、
真抓实干，
为凤县经济的二
次腾飞提供有力保障；一定要高点定位，
统筹
谋划，
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一定
要注重细节、
打造精品、
精细管理，
为项目长远
发展和县域经济保持活力提供保障；一定要
全县动员、
全民创业、
共谋发展，
有效调动全县
上下形成凤县大发展的合力，
确保圆满完成今
年项目建设任务的同时，
为 2014 年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再创辉煌打下坚实基础。 ( 赵云龙)

杨凌农高会协议引资 6800万
我县组团参加了在杨凌示范
本报讯 11 月 5 日至 9 日，
区举办的第二十届农业高新技术博览会，
展会期间我县销售
特色产品 3.2 万元，
协议引资 6800 万元。
参展期间，
由于我县的展品特色鲜明、
包装精美，
吸引了
一批又一批参观者，
仅 5 天时间，
销售花椒、
芽菜酱、
山核桃工
艺品 3.2 万元，
向参展客人发放
《凤县招商引资项目册》
等宣
传资料 23000 份。11 月 6 日下午，
县政府与四川逢春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就
“逢春公司凤县综合科技开发合作项目”
在宝
鸡展团集中签约活动中进行签约，
协议引资 6800 万元。
农高会期间，
县上相关领导还专程前往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林学院，
就花椒试验站建设以及花椒冻害防治、
花椒良种
选育、
花椒规范化种植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
花椒深加工等
凤椒产业发展等问题，
与有关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为促进
花椒产业持续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罗永忠 杨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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