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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9月12日，
记者从我省“奋力追赶超越 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
来，商洛市突出绿色循环发展主线，坚持产
业绿色化、城镇景区化、田园景观化“三化”
路径，逐步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富民强市的追赶超越新路。2018年，全
市生产总值达到 824.77亿元，是 1949年的
2061.9倍，比 2012年增加 385.77亿元，年均
增长 11%；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2.2%，
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8.4%，城乡居民收入
年均分别增长10.2%和11.8%。

70年来，一个生态美、活力足、产业强
的美丽山城快速崛起，为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了“商洛答卷”。围绕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商洛培育“两新
两大+数字化”绿色产业体系，着力把生态
优势转化为加快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按照

“生态+资源+新技术”模式，做大新能
源、新材料“两新”产业。以水能、风
能、光能开发利用为重点，推动清洁能
源、储能装置、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
对接产业链高端，发展尾矿综合利用企业
81家，年消化尾矿约 500万吨，使尾矿资
源变废为宝。

按照“生态+区位（资源）+文化”模式，
打造大旅游、大健康“两大”产业。突出抓
好景区拓展、跨界融合、节赛营销，建成 3A
级以上景区 41家；围绕特色“商药”深度研
发和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扩大优质中药材

种植面积，基本形成中药材全产
业链。此外，按照“有为政府+有
效市场+有力企业”模式，商洛把
数字经济作为发展“三个经济”的
突破口，推动“实体经济+互联
网”，建设数字化交易、管理、研发

平台和数字化产业生态圈，成功举办了首
届数字乡村发展论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实现全覆盖。

坚持精准方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商洛全域贫困、深度贫困，贫困人口占
全省15.5%。全市坚持“六个精准”，目前已
累计脱贫 45.07万人，并将在今年年底前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把产业作为解决“两
不愁”问题的治本之策，放大“三带一创”产
业扶贫模式，做大菌果药畜“4+X”特色扶
贫产业体系。全市共发展食用菌3.5亿袋、
核桃 336 万亩、板栗 268.9 万亩、中药材
208.54万亩，实现生猪饲养量288.3万头、禽
饲养量 3993.4万只，培育了森弗、君威、华
茂等成长型龙头企业147家，带动15.2万户
53.2万人稳定增收。

突出宜居宜业宜游，建设美丽幸福新
家园。商洛按照“秦岭休闲之都、丝路产业
新城”定位，以城镇群来完善城市功能，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镇体系。坚持“做强
中心城市、做精特色城镇、做美乡村田园”，

建设以商州城区为主体，以洛南、丹凤县城
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中心城市。“一体两
翼”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61.63平方公
里，人口达到 64.4万。全市建成秦岭特色
小镇14个。竹林关、漫川关、云盖寺等4个
镇分别跻身国家美丽宜居示范小镇、省级
文化旅游名镇，营盘镇入选全国首批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商洛入选全国乡村旅游发
展典型案例。

守护青山绿水，推动美丽商洛提档升
级。商洛坚持治乱、治脏、治污“三治同
步”，清洁水源、清洁田园、清洁能源“三力
齐发”，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一体治理。全
市湿地面积达到2.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到 67%。商洛被授予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
程试点市称号。同时，商洛空气质量连续
七年位居全省第一，2018年优良天数达331
天，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市；水质量稳居全省前列，节能减排超额完
成省考目标，荣获全国首家“气候康养之
都”称号。

商洛：吹响绿色发展新号角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从塞上名城到南海之滨，从天山南北
到长江两岸，连日来，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
彩的主题文化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为
宾人为主，千里之外，万里之遥，这是一轮
亿万国人共享的明月，寄托了千百年来，中
华民族对团圆的向往。团圆，是中秋文化
的核心主题，是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文化如水，源远流长，它通过纵向传承
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

们的生存与发展，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共同的精神财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
生”，弘扬好我们的节日文化，才能更好地
涵育家国情怀。

吾民所系，吾土所宗。文化就是把我
们凝聚在一起的五色土。正如月饼的馅料
不局限于五仁、百果、火腿、双黄一样，我国
地域辽阔，风俗多样，各地的中秋文化也各
具特色，在同一轮明月照耀下熠熠生辉。
我们应该深入发掘不同地域的中秋文化内

涵，从而更好地树立起爱国爱乡的意识。
正如月饼花样不断翻新，文化也在不

断演进，中秋文化同样如此，就像大家互发
的中秋主题微信表情包，每一款都在烘托
团圆这一主线。创新出符合现代人审美需
求和趣味的形式与内容，滋养文化的根系，
这样的节日文化自然会持久而有生命力。

汤圆、粽子、月饼……随着经济发展、
生活富裕、社会进步，如果单纯地把传统节
日与经典美食挂钩，已经不足以满足现代

人的“胃口”，而用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为丰富的节日大餐，让文化这一最大公约
数来涵育国人的家国情怀，必会培育更为
深厚、坚定的文化自信。 （冯源）

弘扬节日文化 涵育家国情怀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16日出版的第18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形势下，我
们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文章指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近
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新中国的
诞生，为中国人民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构
想付诸实践奠定了前提、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
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
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
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
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文章指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
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
安排。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
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
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
制。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强和改进法律实施
工作，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
群众的联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文章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
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我
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
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
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
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
社会土壤。

文章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
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
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
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
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
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
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中国实行工
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

文章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
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
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
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
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
势和特点。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
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本报讯（贺莉娜）由省委网信办、省
总工会、省公安厅等九部门联合举办的
2019年陕西省第六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将于 9月 16日至 22日在全省范围举
行，其中 9月 22日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
动由省总工会和省妇联共同组织开展。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
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重点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

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安全宣传领域取得的重
大成就，深入宣传《网络安全法》以及数
据安全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
规、标准。

9月 22日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
省总工会和省妇联将联合发布“倡议书”，
呼吁职工、妇女网民携手共建绿色家园；
推出“网络安全小课堂”，在“陕工健步走”

小程序和官方公众号上，开展网络安全知
识有奖竞答，增强广大职工、妇女网民网
络安全意识，普及网络安全知识；9月 20
日在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陕西省家风
馆举办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
同时，在全省确定了 25家单位作为本次
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的重点单位，开
展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时效性强的宣
传活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妇女群众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活动形
成声势。

省总工会和省妇联共同组织开展此次
活动，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希望通过深
入开展一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职工、妇
女文化生活，引导广大职工、妇女更好地
了解、感知身边的网络安全风险，积极参
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共同维护国家网络
安全。

陕西省第六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日启帷
——省总工会将与省妇联承办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

9月12日，西安市总工会联合莲湖区总工会、宝鸡商会，组织20多家爱
心企业为200余名保洁员送去了月饼、猕猴桃等慰问品。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王卓伦 熊
丰）自刷护照、自动拍照、自助通关……在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出境处，来自吉林的谢绍鹏持新
版普通护照启程前往迪拜，这趟旅行是他几天
前临时决定的。

出国“说走就走”有理由。阿联酋是2018年
与中国互免签证的四个新增国家之一，此外还
有波黑、白俄罗斯和卡塔尔。公开数据显示，免
签将使每年约 100万赴阿中国游客和 350万过
境旅客受益。

曾经，不用说免签，走出国门对普通百姓来
说都如天方夜谭。随着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公民出国也
越来越方便。

一本“小”护照，折射“大”变化。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民出入境管理司司长闵

海云介绍，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 30
年间，普通护照年均签发只有7000本。而如今，
仅 2018年，普通护照的签发就达 3008万本。截

至目前，持有效普通护照的内地居民有 1.8亿
人，约占总人口的13%。

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或落
地签前往 72个国家和地区，在 14个与中国实现
互免签证的国家中，13个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
现的。

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说：
“这也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综合实力和
国际认可度显著提高的一个缩影。”

出国手续简化了，领事保护则让中国公民
“走出去”更安心。一旦在国外遭遇危险或麻
烦，中国护照化身每一名中国人的“护身符”。

2011年利比亚撤离行动中，海陆空三路并
进，12天安全撤离中国公民 35860人；2015年也
门撤离行动中，中国首次以军舰为主要交通工
具从外国撤离侨民。根据这些真实事件改编的
影视作品，圈粉无数。

世界那么大，出国又越来越方便、安全，更
多的人想去更多、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70年，中国人出国越来越方便

本报讯 9月11日，省总工会副巡视员、技协办主
任喻伯兴，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副主席唐煜弢等到陕西
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广
电网络）调研职工创新创造工作开展情况。

在业务演示厅，陕西广电网络党委副书记冯会明
向喻伯兴一行介绍了三个创新工作室以及技术研发
团队在网络建设、技术革新、融媒体、雪亮工程等重点
项目建设中的技术创新成果。喻伯兴实地了解了三
个创新工作室的创建情况。

喻伯兴对陕西广电网络的创新创业发展给予高
度肯定。他表示，陕西广电网络是具有引领性、导向
性的企业，人才资源丰富、创新资源丰富，是典型的转
型升级企业。他希望企业不断激发全员创新热情，充
分发挥一线职工的智慧，进一步把企业做强做大，实
现社会、经济效益双赢。

喻伯兴到陕西广电网络
调研职工创新创造工作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火热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截至9

月 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双色铜合金纪
念币的预约量达 1.447亿枚。该款纪念币面额为 10
元，直径为27毫米，发行数量为1.5亿枚。

此次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发行分为两个批次，第一
批 6000万枚，第二批 9000万枚，两个批次同时预约。
自 11日零点正式预约开始，不少人率先通过工、农、
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官方网站成功预约登记了
这款纪念币。记者从央行了解到，截至 9月 11日 24
时，这款纪念币第一批次已预约数量为 5986万枚，第
二批次为8484万枚。除去留档等不参与预约的数量，
第一批次预约进度达 99.8%，第二批次预约进度达
97.9%。尽管两个批次的纪念币同时预约，但兑换时
间却不同。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第一批兑换时间
为 9月 19日至 9月 23日，第二批为 10月 25日至 10月
30日。公众可按照约定的时间，持在预约系统中登记
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前往约定的营业网点办理预约
兑换业务。

近日，游客
在位于宜川县
的黄河壶口瀑
布游览。

受 连 日 降
雨影响，黄河壶
口瀑布水量大
涨，形成大瀑布
群景观，吸引众
多游人观看。

邵瑞 摄

我省基层司法所整体划转司法局管理
本报讯（成全勃）日前，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司法所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据了解，2014年，按照省委、省政府镇
村综合改革决策部署，我省的基层司法所
与司法局脱钩，全部交由乡镇（街道）统一
管理，成为乡镇（街道）内设部门，为整合基
层社会管理职能、提升乡镇（街道）服务效
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平安陕西建设
深入推进，现行的管理体制在运行实践中
出现了很多影响司法所职能作用正常发挥
的问题。

《意见》将司法所从乡镇（街道）整体划

转到县（市、区）司法局统一管理，司法所人
员编制、经费保障、设施装备、业务工作和
考核监督全部由县（市、区）司法局直接领
导管理，乡镇（街道）协助做好日常管理和
考核监督。司法所长的任免由县（市、区）
司法局提出建议，在征求乡镇（街道）党委、
政府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办
理。《意见》提出，司法所各项职能职责是县
（市、区）司法行政职能职责在乡镇（街道）
的延伸，必须回归本位，专职做好社区矫
正、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矛盾纠纷化解、普
法依法治理等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切实发
挥司法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推进公共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