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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源头防治  严把重点关口
我市努力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水平

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暨夏

季“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各县区周密组织、迅速行动，

扎实开展各项防治工作。近

日，各县区在组织召开大气污

染防治夏季“百日攻坚”推进

会的基础上，狠抓源头防治，

坚持综合施策，严把重点关

口，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金台区举行第六期高质

量发展“双周讲座”，邀请生态

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工程师、市大气污染防治“一

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团队技

术负责人王硕博士，对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阐释，并

就金台区大气污染防治面临

的形势、污染成因和突出问题

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渭滨区开展柴油货车尾

气路查路检专项执法行动，随

机对辖区柴油货车开展尾气

排放路查路检。交警部门负责

指挥车辆受查，生态环境部门

负责对抽检车辆进行尾气检

测，同时填写机动车污染物抽

测登记表、机动车尾气检查笔

录。通过专项行动，实现路检

联合执法常态化，有效提升了

机动车污染防治水平。

凤翔区深入企业开展机动

车尾气抽测工作，严格按照机

动车尾气监测规范及标准进行

抽测，做到记录翔实准确，确保

结果真实有效。坚持检测与宣

传相结合，在对厂区内非道路

移动机械尾气排放进行抽测的

同时，对企业负责人及环保工

作人员开展业务宣传与指导，

要求企业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管

理，确保尾气达标排放。

宝鸡高新区持续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确保辖区空气质量持续

向好。针对夏季大气污染反复

发生的问题，加大检查频次，

强化执法力度，对工业企业、

建筑工地等领域进行专项执

法检查。对排放大户、VOCs

重点企业，加强高温时段错峰

管控，开展多频次集中巡查检

查，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扶风县重点围绕建筑工

地扬尘污染治理、餐饮油烟

治理、涉VOCs 企业治理、汽

修行业VOCs 治理 4 个专项

行动和秸秆禁烧，扎实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坚持空

气质量改善和重点任务进展

“日公布、月排名、季考核”制

度，对进展缓慢的镇街和部

门及时下发预警通知，对问

题严重的镇街政府和企业进

行约谈问责，推动各项治霾

举措全面落实。

千阳县精确锁定治污的

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行

业，坚持源头防治、综合施策，

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排放清

单动态管理，严格控制氮氧化

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排

放，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

区域协同控制，持续推进污染

物减排，努力改善全县环境空

气质量。

麟游县在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点评暨夏季“百日攻坚”

行动推进会上明确要求，坚持

监管执法与服务并举，加强

联合执法，用好“网络化+ 网

格化”监管模式，按照“谁污

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

的原则，严格执行各项法律

法规。深入推进铁腕治污、科

学治污、协同治污，坚持减煤、

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

六措并举，推动大气质量持续

好转。      （黎楠 田荪艺）

强化责任意识  保障项目建设
全市交通重大项目工作调度会召开

本报讯 8 月 2 日上午，

全市交通重大项目工作调度

会召开, 研究解决全市交通

重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明确下一步工作计划和

任务。

会上，眉太、关环麟法、

鄠周眉三家高速公路项目公

司，市交通运输局重大项目

办、G310 项目办分别汇报

了项目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

及下阶段安排，岐山、扶风、

太白等 9 个县区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就存在

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据了

解，截至 7 月底，眉太、关环、

麟法、鄠周眉高速公路年度

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为 10 亿

元、1.6 亿元、6.2 亿元、1.2

亿元，绝大多数征迁任务基

本完成。

会议要求，全市各相关

县区、部门要全力推进交通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强化责

任意识，确保征地拆迁问题

解决；强化服务意识，确保为

项目建设提供优质保障；强

化担当意识，全力保证项目

建设落实到位。全市上下要

努力营造大干、快干的环境，

努力确保全市交通重点项目

年度目标顺利实现。

市委常委、副市长丁胜

仁参加会议并讲话。

本报记者 黎楠

     麟游

返乡大学生
助卖农特产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麟

游县获悉，县上组织暑期返乡

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通过直

播推介等方式，邀请大学生线

上宣传麟游农产品，助力农民

增收。 

“大家好，我手上的这款

产品是麟游特产土蜂蜜，蜜

色泽深、口味独特、香甜味

浓……”在麟游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的直播间里，几名

女大学生熟练地向网友介绍

产品（见左图），她们清晰的表

达、专业的推介吸引了很多人

在线观看。大学生杨瑞丽说：

“很高兴能在暑期参与这次直

播助农活动，用自己的专业技

能和聪明才智为家乡发展贡

献力量。” 

据了解，麟游县供销联社

（电商办）为进一步带动消费，

宣传推介麟游县优质农特产

品，从七月中旬开始，县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每天安排

至少两场暑期返乡大学生直

播活动。目前，已经围绕“麟游

农产品，天生好滋味”主题，组

织开展蜜泉蜂蜜水、核桃、杂

粮等专场直播活动十多场次。

   本报记者 李一珂

市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提出

聚焦主责主业  锚定目标奋斗
本报讯 8 月 2 日，市纪

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兴宁在

来宝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各县区纪委监委结合实

际作了交流发言。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

礼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始终聚焦主责主

业，把政治监督抓实抓具体，

用“全周期管理”方式防治腐

败，精准有效落实监督首责，

让群众感受到作风变化，切实

在补短强基中促进纪检监察

工作全面提升。要锚定目标接

续奋斗，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

际，坚持做到善于谋划想干

事、抓住关键会干事、攥指成

拳干成事，努力在实干担当中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升

职业素养，弘扬敢于斗争的

职业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

职业操守，保持爱岗奉献的

职业情怀，在其位担其责尽

其事。要坚持边学习、边调

研、边工作、边总结，眼睛向

下求良策，学会复盘促提升，

不断提升实干能力。要精心

识别培养干部，注重在一线

锤炼干部，坚持严管厚爱激

发整体活力，锻造忠诚干净、

无私无畏干部队伍。

本报记者 弓旭东

发挥平台功能  服务经济发展   
市领导前往市工业发展集团调研

本报讯 8 月 2 日，副市

长张昭带领市国资委主要负

责同志，前往市工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工

发集团）及下属子公司调研。

当天，调研组一行先后

前往宝鸡正欣太乙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陕西正能智慧社

区产业科创中心有限公司、

宝鸡天健健康医养有限公

司，详细了解了跨境电商项

目运营情况，智慧社区样板

工程及体检中心建设情况，

参观了智慧社区项目展厅和

康复辅具展厅。

随后，调研组一行又前

往市工发集团调研并召开

座谈会。会议指出，市工发

集团要围绕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和市场主体，充分发

挥平台功能，做大存量，做

优增量。要完善重大项目决

策审核机制，加速重点项目

前期筹备工作，加快“专精

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

等企业资金投入，推动西凤

酒城建设，用好国家利好政

策，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记者 邵菲菲

品美食 赏美景 促消费
2022 宝鸡（青岛）啤酒音乐美食节 8月6日启幕

本报讯 8 月 2 日下午，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22 宝鸡

（青岛）啤酒音乐美食节将于

8 月 6 日在中华石鼓园盛大

启幕，活动为期 7天。

本届宝鸡（青岛）啤酒音

乐美食节是我市深入贯彻落

实中、省促消费稳增长工作部

署，抢抓夏日餐饮、旅游、商

品、夜间消费旺盛契机，持续

激发消费活力，拓展消费空

间，巩固消费增长态势的重要

举措，旨在通过文、商、旅、体

融合系列活动的举办，汇集宝

鸡啤酒、美食、文创、旅游等特

色名品，进一步提升宝鸡城市

知名度、美誉度、辐射力。

据介绍，此次活动通过

市县区联动、一主多点，主、

分会场互动的形式开展，主

会场设在中华石鼓园，8 月

6 日开幕，8 月 12 日闭幕，

为期 7 天。其间，将开展“青

啤之夜”“西凤酒之夜”“宝钛

之夜”“正威之夜”“长安银行

之夜”等 7 个“主题之夜”，以

文艺展演、游戏互动、美食促

销、旅游推介等方式，集中推

介展示一批宝鸡美食、美景

和名优快消品。同时，还联动

各县区分会场，发放电子消

费券，推动汽车后备箱集市

等新兴业态发展，持续拉动

县域消费、夜间消费。

 本报记者 李晓菲

扶风县法门镇美阳村

3D墙绘扮靓乡村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扶风

县法门镇美阳村看到，一幅幅

3D 墙绘色彩亮丽，生动逼真，吸

引了不少过往路人打卡拍照，也

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见右图）。
走进美阳村，映入眼帘的3D

墙绘特别抢眼，墙壁上的大象像

是要冲出翠绿的森林，走到人们

身旁 ；金黄色的向日葵仿佛在向

每一位路人问好 ；大海上的巨轮

也要驶出海面一般，商店、街景，

看起来都栩栩如生，让过往行人

惊喜不已。一位正在拍照的路人

说 ：“五彩斑斓的 3D 画让原本

‘冷冰冰’的墙面变得灵动起来，

这样的乡村更有文化韵味，也更

有魅力。” 

据了解，今年以来，美阳村坚

持围绕“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目标，实施文化、美化工程，近期特

意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网红3D

街区，在美化乡村的同时，提高美

阳村的知名度，从而让美阳村成为

扶风县又一处旅游打卡地。

本报记者 罗琴

乡村振兴进行时

应征入伍 30 问 （之七）

21. 报直招军士的年龄
要求是什么?

年 龄 不 超 过 24 周 岁

（1998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2. 直招军士入伍后首
次授衔级别如何确定？

直招军士入伍后，由所

在部队按照审批权限下达军

士任职命令，并授予相应军

衔。普通本科毕业生入伍后

授予下士军衔，服役满 1 年

后授予中士军衔；高职（专

科）毕业生入伍后授予下士

军衔，服役满 2 年后授予中

士军衔。

23. 直招军士服现役时
间有何要求？

直招军士应当至少服

现役至首次授衔后高一个

军衔的最高服役年限，特殊

情况经本人申请和军级以

上单位批准，可以安排提前

退出现役。

 （未完待续）

（上接第一版）系列自动化钻

机出口科威特、乌干达等国

家；研制成功国内首台“一键

式”人机交互自动化钻机，使

我国成为全球少数可制造自

动化钻机的国家之一；研制

的3000马力五缸钻井泵是全

球最大功率钻井泵；研制的

我国首套全液压举升式钻探

系统配套海洋地质十号调查

船……历数一项项创新成果，

我的内心十分自豪，我也有信

心继续带领团队在钻机智能

化领域不断“钻探”，为国家能

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郑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