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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县枣林镇 : 

上百人回乡创业
本报讯 “返乡发展比

外出务工挣得多！”近日，记

者在岐山县枣林镇贾家村采

访，村民麻占林如是说。这

位三年前返乡发展的农民，

栽种草莓、樱桃的面积已达

100 多亩。据悉，目前枣林镇

有上百名外出务工的农民返

乡创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生力军。

枣林镇是一个劳务输

出大镇，当地农民曾经一

门心思外出务工求发展。

“近几年家乡的发展变化，

让一大批有眼光的外出务

工农民看到了美好前景。”

镇政府负责人说，越来越

多的农民选择回乡，并且

干出了成绩，据初步统计，

至少有上百人回乡创业。

他们眼界宽、有想法、有干

劲，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

将大有作为。

“家乡环境越来越好，

为啥不回来？”枣林村村民

李乃文道出了心声。前年，他

返乡投资建成 11 座设施大

棚种植草莓，产品深受消费

者喜爱。记者在位于贾家村

的千亩现代农业园区看到，

一大群农民正忙着耕作、施

肥，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

春耕图。园区负责人说，今年

在这里务工的人员素质高，

其中不少是返乡农民前来学

本事的。

据了解，枣林镇正在进

一步加强技能培训，让更多

的返乡农民转变成新型职业

农民，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征

程中，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

   本报记者 王怀宇

扶风县法门镇 ：

壮大产业发药财
本报讯 近日，在扶风

县法门镇三驾村慧源中药材

育苗基地里，七八位村民忙

着给播种完的药材覆膜，农

业技术指导员现场为他们提

供技术指导。据悉，法门镇发

展中药材种植已经形成了规

模，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受益

增收。

慧源中药材育苗基地

目前培育有 143 亩白术苗，

到 10 月中下旬就可以移栽，

一年后成熟，每亩可收入

6000 元左右。“我平时在合

作社务工，学习了种植技术，

自己种了 12 亩白术苗，从前

期的选种到种植过程的技术

指导、农具使用都是合作社

指导的，我有信心把药材种

好。”法门镇庄白村村民郭广

兴信心十足地说道。在法门

镇云塘村老兵中药材种植基

地育苗大棚内，这几天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也在手

把手给村民传授紫锥菊的育

苗技术。

据了解，近年来，法门

镇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逐

步构建产业支撑能力强、个

性化突出的中药材产业发

展带，让农户受益，促进增

收。目前，法门镇共有慧源

和老兵两家中药材育苗种

植基地。依靠扶风北部乔山

地理优势、环境优势和资源

优势，这两家基地采用“企

业+ 合作社+ 基地+ 农户”

模式，种植黄芩、柴胡、防

风、白芷、丹参、芍药和苍术

等多种中药材，吸纳农户在

合作社务工，带动周边 300

余户群众发展中药材种植

产业。

  （邓亚金 颜永莉）

集中观摩晒成绩  现场点评激干劲 
麟游县召开一季度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

本报讯 3 月 30 日，麟游县

召开一季度重点项目建设推进

会，县级领导、相关县级部门负责

同志、各镇负责同志共 70余人，

对全县 16个重点项目进行集中

观摩，通过现场打分、县级包抓领

导汇报和大会点评的形式检验工

作实绩。

当天，与会人员参观了以常

丰镇苏家村肉牛养殖基地建设项

目为主的9个农业产业项目，以招

贤镇综合治理等为主的7个工业、

民生类项目。大家一路走、一路看、

一路议，通过看现场、比作为、找差

距，让苦干实干、排名靠前的镇受

鼓舞、添信心，让敷衍应付、排名靠

后的镇受触动、谋赶超，激发大家

真干、实干、比着干的劲头。

近年来，麟游县持续加快项

目建设，多项经济指标连续多年

在全市领先。在项目建设中，该县

立足资源优势，围绕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升级、生态环保、民生改善

等方面，系统谋划了一批增后劲、

管长远、带全局的重点项目，实现

了项目储备充足、接替有序、滚动

发展的良性循环。据了解，2021年，

麟游县共计划实施重点项目170

个，总投资200.68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115.08亿元，截至3月29日，

开复工项目110个。

（杨雅芳）

凤县在重庆举行文化旅游暨招商引资推介会 ——

签约15个项目引资近12亿元
本 报 讯 3 月 30 日下午，

2021 凤县文化旅游暨招商引

资推介会在重庆市召开。会上

现场签约项目 15 个，总投资

11.95 亿元。

凤县生态环境优越，民俗

风情独特，特别是红色文化底

蕴深厚，是“两当兵变”策源地、

工合运动发祥地、宝成铁路文化

体验地和航天“三线精神”的摇

篮。近年来，凤县依托深厚的红

色文化底蕴，先后建成了革命纪

念馆、工合旧址、宝成铁路文化

主题公园等一批红色教育基地，

启动了国家级航天精神文化园

建设，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传

承革命精神、接受红色文化洗礼

的旅游新高地。

推介会上，包括总投资 1 亿

元的凤县旅游露营地项目、总投

资 1.6 亿元的凤县嘉陵江二号

廊桥建设投资项目、总投资 1 亿

元的凤县高山冷凉蔬菜购销合

同在内的 15 个招商引资项目当

会签约，项目涵盖了文化旅游、

基础设施、民生项目、工业产业

等方面，总投资 11.95 亿元。会

后，凤县相关单位负责同志还

与重庆 50 余家旅行社、旅游协

会、自驾游协会代表座谈交流，

推介旅游产品、旅游路线和优

惠政策。      （弓旭东 禄璐）

宝鸡高新区蟠龙路 ：

电子屏密集宣传倡文明
3 月 31 日，记者在宝鸡高新区蟠龙路与蟠龙大桥连接处看到，

这里道路宽敞整洁，道路上方一个横跨道路的大型显示屏上，“共
建文明城市 共享美好家园”“建设全国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有礼宝
鸡人”等十多条不同内容的文明宣传语密集滚动播放，引人注目。

渭滨区新建路东段 ：

文明施工不为城市添乱
3 月 31 日，记者在渭滨区新建路东段北侧看到，这里正在进

行施工。为了避免尘土飞扬及保护行人安全，施工区域全部用红
色挡板包围，且挡板上张贴着各式各样文明城市、文明施工内容
的宣传画。

现场直击

( 本组稿件、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组采写、拍摄）

三下乡闹红刘家槽
3 月 31 日，“ 炎

帝故里·精彩渭滨”系
列文化旅游活动启动
仪式暨渭滨区第四届
樱桃赏花节、渭滨区
2021 年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暨 29 届“科
技之春”宣传月集中
示范活动，在神农镇
刘家槽村举行，市民
踏青赏景感受渭滨乡
村文化和田园风光的
魅力。

当日上午，区科
技、农业农村、卫健、教
育等部门，组织人员给
村民宣传科学种田、卫
生防疫等知识，组织农
特产品展销、义诊咨询
和就业服务等活动。现
场的展销产品琳琅满
目，土蜂蜜、农家点心、
花椒等农特产品，吸引
了不少游客购买。活动
中，渭滨区推介宣传了
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神
农镇推介了镇上全域
旅游线路。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摄

优化营商环境  让企业少跑腿
一季度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8893 户

本报讯 3 月 31 日，记者从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获悉，今年一

季度，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8893

户，同比增长 76.76%。

陕西京方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日前来到金台区行

政审批服务大厅，办理企业注册

地变更业务。该企业的原注册地

在西安市，现需变更为金台区，

如果放在过去，企业要在西安、

宝鸡两地办理手续。我市启动

“异地代收代办”业务后，金台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与西安市雁塔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积极对接，为

企业办结了变更业务，使其当场

领取了新营业执照。前不久，太

白县鹦鸽镇棉寺坝村的孔先生

在镇便民服务中心，给自己的养

殖场办理了营业执照。他高兴地

说：“过去村民申办营业执照，

要跑到 60 多公里外的太白县城

办理，要花大半天时间，现在镇

上就能办，方便多了。”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有效缓解企业群

众异地办事“往返跑腿”问题，自

去年底以来，我市推出市场主体

注册登记全市通办，西安高新

区、西安国际港务区、宝鸡市渭

滨区、宝鸡高新区、杨凌示范区

“五区通办”，我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与渭南等市签订“跨区域企业

登记”政务服务合作协议，跨区

域通办企业设立、变更等业务。

此外，我市太白等县区还实现了

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将审批事

项下沉，权限下放，变镇级转报

为直接审批，让群众办事少跑

腿，省时间、快办理。这些实实在

在的措施，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

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数量快速

增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新动力。

  本报记者 刁江岭

金台区大庆路 ：

共享单车停放整齐
3 月 31 日，记者在金台区大庆路中段电机段南侧的公交站

台旁看到，这里施划有共享单车停放点位，20 余辆共享单车都
按规定停放，整齐划一。

乡村振兴进行时
—— 记者走基层特别报道

汽油柴油价格
迎年内首次下调

新 华 社 北 京 3 月 31 日 电 

在连续九次上涨后，汽油、柴油

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国家

发展改革委 3 月 31 日称，根据

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 31 日 24 时起，国内汽油、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225 元

和 220 元，折合每升价格下调

近 2 角。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三大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

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

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

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

费者可通过 12315 平台举报价

格违法行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降。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分析认为，由于海外疫情防控

形势再度严峻，市场此前对全

球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有所降

温，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下行

压力有所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