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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闻

强化合作共护良好生态
我市与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4 月 6 日，市政府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宝鸡生

态环境保护需求，将在环境应急

管理和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开展

深入合作。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是生

态环境部直属、从事综合性环境

科学研究的公益性科研机构，主

要面向国家前瞻性生态环境问

题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生态环

境保护事业提供科技支撑，为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供技术

服务。

此次与我市的合作协议，重

点围绕“提气、降碳、强生态，增

水、固土、防风险”进行，通过政

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

式，充分发挥华南环境科学研究

所理论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科

技人才等优势，为我市生态环境

治理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并

培养和引进环保科技、管理人才，

着力提升全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克梅，市

委常委、副市长时镇代表双方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胡红玲

快评
西秦

提高政治站位  打造特色亮点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 4 月 6 日，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扩大）会议召开。会上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传达了省、

市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有

关文件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武勇超主持

会议并提出要求。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后，市委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要

求，快速行动，制定出台《宝鸡市

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将学习

任务细化为“每周一次党史课”等

5 个方面 19 项任务。目前，党史学

习教育在全市上下全面展开。

会议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是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

切实增强党史学习教育责任感、

使命感和荣誉感，真正把规定动

作做到位、不漏项，自选动作有

创新、有特色、有亮点。要加强信

息资源共享，强化舆论引导，对

先进典型和好经验、好做法，及

时准确传播出去，不断提高影响

力、辐射力。要加强对基层党史

学习教育的指导，不断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往实里走、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

本报记者 胡红玲

一季度全市草莓产量3万多吨
本报讯 目前，我市草莓采摘

已接近尾声。4 月 6 日，记者从市

果业蔬菜发展中心获悉，一季度

全市共种植草莓 2.7 万亩，产量达

3 万多吨。

草莓作为小品种时令水果，

在我市规模化种植不到十年历

史，由最初的少数县区试种，发展

到目前全市各县区都有种植，且

以大棚种植为主。草莓成熟上市

时间正值春节前后，市场价格较

高，每公斤在 30 元至 50 元之间，

一般每亩产值在 2 万元以上。由于

草莓种植效益好、生产周期短、见

效快的特点，农民发展此项目愿

望强烈，全市增种面积逐年扩大。

据了解，我市农业农村部门

积极响应农民种植草莓的愿望，

组建专家和市县农技人员为主

的技术服务团队，在田间地头解

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并大力支持农户使用新技术、种

植新品种，推动草莓产业快速发

展，成为促进我市农民增收致富

的项目之一。

本报记者 王怀宇

乡村振兴进行时
—— 记者走基层特别报道

渭滨区新建路西段 17 号院 ：   

立体宣传创意新
4 月 6 日，记者在渭滨区新建路西段 17 号院看到，在

一面墙上，小区工作人员别具匠心，将工艺向日葵花点缀在
文明宣传内容中，工艺绿藤枝叶作为装饰，还在下边摆放了
绿植，使宣传呈现立体化，颇有新意。              本报记者组

宝鸡儿童公园 ：

各种标识丰富多彩
4 月 6 日，记者在宝鸡儿童公园看到，各种文明宣传的

橱窗较多，内容丰富多彩。路边、草坪上、树下、垃圾桶上，提
示语、花草介绍、垃圾分类知识等随处可见，成为公园的一道
风景。                                                         本报记者组

凤县黄牛铺镇三岔河村 ：

秦岭高山菌谷成农民增收聚宝盆
本报讯 在凤县黄牛

铺镇三岔河村，崛起了一

条 3 公里长、8 个专业合

作社（企业）参与的秦岭

高山食用菌产业基地，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的“聚宝

盆”。如今，这条狭长的“菌

谷”已发展食用菌大棚 210

座，种植香菇、黑木耳、平

菇、赤松茸、乌天麻等食用

菌 200 多万袋，年产值近

2000 万元。

黄牛铺镇具有独特的

气候和丰富的原料资源，

是凤县食用菌产业发展核

心区。前些年，三岔河村来

了不少浙江人，利用当地

大量的废弃厂房种植食用

菌，村里人一边跟着打工

一边学技术。有了技术，有

些能人大户就发起成立了

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并把食用菌产业做到了现

在的规模。同时，镇村两

级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

相继建起 1 座日加工菌棒

能力 8000 袋的食用菌加

工厂和 12 座储藏能力达

1900 立方米的冷库，实现

了食用菌产业接种、加工、

种植、储藏一体化。随着秦

岭高山菌谷的崛起，村里

100 多农户成为合作社社

员，参与食用菌产业发展，

100 多剩余劳动力常年在

合作社打工，实现了增收。

凤县嘉源食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发展社员 46 户，

户均年收入 8000-15000

元，打工人均年收入 2000

多元，10 户脱贫户通过

入股每人年分红 600 元。

“镇上将按照‘农旅融合’

的思路，引导三岔河村打

造‘秦岭高山菌谷’品牌，

逐步建成产、学、研、游、购

相结合的食用菌产业发展

基地。”黄牛铺镇党委副书

记康红林说。 

本报记者 裴兴斌

清明假期我市消费市场加速回暖——

商品零售活力旺   餐饮消费增长快
本报讯 4 月 6 日，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刚刚过去的清明假

期，我市消费市场加速回暖，商品

供应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根

据全市 36 家零售样本企业和 21

家餐饮样本企业监测数据显示，

假日期间监测企业销售额 4095 万

元，同比增长 22.07%。

假期是各大商场促销的最好

时机。4 月 3 日至 5 日，全市各

大商场、超市抓住商机，纷纷推

出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会员多

倍积分，品牌折上折，满额减送、

满额抽奖等各种促销宣传比比皆

是，高新天下汇结合季节特点，组

织开展风筝彩绘亲子互动活动，

吾悦广场开展奇趣动物展、满减

抽取电动车等促销活动。各大商

场的珠宝首饰、服装服饰、化妆

品三大类门店和销售专柜前，人

头攒动，顾客络绎不绝。在多种

促销手段的刺激下，全市商品零

售额达到 3936 万元，同比增长

20.8%。

假日期间，全市各大餐饮门

店客流量已恢复至往年正常水

平，地域美食餐、农家休闲餐和

旅游特色餐受到人们欢迎。各大

商场的美食城及陈仓老街、西府

老街等美食休闲街区一直客流不

断。监测数据显示，餐饮收入达到

159 万元，同比增长 64%。同时，我

市粮食、食用油、肉、菜、禽、蛋、奶

制品、水果和水产品平均批零价

格稳定，与节前基本持平。

本报记者 王玲

依法监管让养犬不再任性
潘国利

日前，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批通过了《宝
鸡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也是我市
第一部关于养犬的地方性法规，
将于今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在依
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急需要这
样的法规来规范养犬行为，让管
理部门有法可依，让养犬不再那
么任性。

狗是人类的朋友，但是不代
表每只狗是每个人的朋友。近年
来，宠物犬伤了路人，烈性犬咬死
自家人等新闻屡见不鲜 ；养犬者
与路人、游人的纠纷也是不断 ；大
小草坪“狗屎”经常可见，严重影
响大家的生活环境 ；更重要的是
狂犬病的死亡率是 100%。可以说
因为一只狗，造成的各种事端似
乎每天都在上演。对养犬者而言，
养成一个文明的养犬习惯尤为重
要，然而这个习惯光靠说教看来
根本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法规，来
一个刚性的约束，让所有养犬者

都在同一个法规监管下，这样才
能对所有人体现一种公平，让文
明养犬成为一种习惯。

规范养犬行为，明晰法律后
果，让养犬不再成为闹心事。《宝
鸡市养犬管理条例》对犬只的登
记、防疫、行为规范等都进行了明
确规定，违反这个条例所要承担
的法律责任也很明了，只要严格
执法，一些人的养犬任性问题定
会得到极大改观。希望随着这个
条例的宣传普及和执行，让养犬
行为更加规范，让文明替代任性，
让养犬的市民感到暖心，让其他
市民不再烦心。

百岁老党员
祝福党百年华诞

本报讯 “祝党百岁生日快

乐！”这是近日千阳县百岁老党

员李兴邦老人写的一句话，表达

了一名老党员对党百年华诞的衷

心祝福。 

李兴邦老人住在千阳县妇幼

保健院老年公寓，笔者采访他时，

他用钢笔在纸上书写了上面的

话。李老说，作为一名有 83 年党

龄和党同龄的老党员，他感到非

常高兴。他经历了旧中国的贫穷，

也看到了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一

步步走向强大。“中国共产党很伟

大，我祝愿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大！”说到这，老人竖起了大拇

指。据李老的陪护人员介绍，李老

虽已达期颐之年，但除过听力不

好外，身体各项指标尚好。老人吃

饭一日三餐正常，作息有规律，还

能读报。当天，李老还拿出一份当

日的《宝鸡日报》阅读，他指着头

版标题大声念出，让人敬佩！

据了解，李兴邦老人出生于

1921 年 4 月，今年整整 100 岁。

他是山西人，1938 年 7 月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延安新华广播

电台工作，1958 年从北京邮电

局调至陕西，先后在陇县、千阳县

电力局工作，1979 年离休。

（巨侃 毛丽娜）

现场直击

文明城市我的家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村民在合作社基地采菇

李兴邦老人展示他为建党 100 周年写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