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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项目推进年   营商环境突破年  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

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的事
我市召开 2023 年民政工作会议

本报讯 （王菁）3 月 13 日

下午，2023 年全市民政工作

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国务院和省市民政工作会议精

神，回顾总结去年工作，安排部

署今年工作任务。副市长李武

发参加会议并讲话。

2022 年，全市民政系统围

绕中心大局，紧扣民政重点工

作，保民生、优服务、促发展，社

会救助、民生公共服务、“四型

社区”创建及“五社联动”试点

等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全市民

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位居全省

第一，获得优秀等次。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民政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切实履行好

民政部门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

职责使命；要突出重点，推进基

本民生保障更加有力、基层社会

治理更加高效、基本社会服务更

加健全，充分展现民政为民新作

为；要以“三个年”活动为牵引，

形成强大合力，落实各项任务，

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努力开创民

政工作新局面，为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政力量。

稳增长  抓项目  促转型
我市召开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

本报讯 （记者 张家旗）3

月13日下午，我市召开工业和信

息化工作会。会议要求，要坚定不

移做强工业，大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努力当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排头兵，确保今年全市工业

增加值增长完成省市考核目标。

副市长张昭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强化工业是宝

鸡发展“一号工程”的认识，进一

步增强做好工信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强化举措、攻坚克难、

久久为功、加大投入，坚持坚定

不移做强工业不动摇，为全市经

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聚焦重

点，突出主线，围绕全力以赴稳

增长、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增产

能、优化营商环境和安全绿色发

展等方面，抓好稳增长目标任务

落实、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工

作。要摸清底子，提升服务质量

水平，不断提高区域企业增量。

要着眼长远发展，结合本地区资

源和发展实际，积极谋划1-2件

重大事项，全力促进本地区工业

发展。

会议通报表彰了 2022 年

度全市工信工作先进县区，扶风

县、渭滨区、金台区3个县区政

府负责同志分别作交流发言。

我市数字经济月月讲第三讲开讲
本报讯 （记者 邓亚金）3

月13日，我市数字经济“月月讲”

第三讲开讲，邀请中国移动通信

联合会执行会长、全球元宇宙大

会主席倪健中作了《中国文化精

神与元宇宙时代》专题讲座。

讲座现场，倪健中解读了中

国文化精神在元宇宙时代的发

展前景，为我市系统推进元宇宙

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

了全新启示。中国移动通信联合

会执行副会长、首席数字战略官

杜正平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和元

宇宙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讲解。

去年以来，市数字经济局联

合相关部门在西北率先出台城

市级“元宇宙产业行动计划”，建

成了有宝鸡本土元素的元宇宙

展示体验馆，筹办了全市首届以

数字经济、大数据为主题的猜灯

谜活动，筹办首届全国元宇宙短

视频大赛等，为我市快速融入元

宇宙产业发展浪潮，打造辐射陕

甘川宁毗邻地区的国家级数字

经济集聚区，着力构建“数字经

济”赋能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打下

坚实基础。

各县区、市级各有关部门相

关人员，各通信运营商及产业园

区的相关负责同志聆听了讲座。

喷雾机大显身手除杂草
我市麦田化学除草工作进度超 90%

本报讯 （记者 李依涵）

春光不负，农时不误。日前，

在陈仓区慕仪镇洞坡村的

一处小麦田里，农机手驾驶

着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来回

穿梭，开展春管化学除草作

业（见上图）。
据了解，今年我市小

麦种植面积达 288.12 万

亩，较去年 279.21 万亩增

加 8.91 万亩。当前，我市

小麦已进入返青期，据苗

情监测显示，苗情总体长

势明显好于去年同期。但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部分

未进行播后封闭处理和冬

前化学除草的田块杂草较

重，田间杂草密度大于去

年。连日来，全市农业农村

系统干部下沉一线，组织

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

按照“因地因苗、分类管理，

促控结合、综合施策”原则，

开展小麦苗情监测调查、春

季化学除草宣传指导、“面

对面”送技术服务等活动，

引导农民在最适防治时期

开展化学除草作业，同时指

导群众强化田间肥水管理，

落实科学防控病虫草害技

术措施，全力推动小麦“促

弱转壮、早发稳长”。截至

目前，全市完成麦田化学除

草面积 260 万亩，进度超

90%，以节节麦为主的恶性

杂草得到有效防除。

太白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下乡巡回办证照
本报讯 （王菁）“真没想

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的工作

人员会来镇上现场办证，我们

在家门口就能拿到证照，方便

又贴心。”近日，在太白县黄柏

塬镇便民服务中心，黄柏塬镇

红河山庄负责人现场办理好

了营业执照。

黄柏塬镇距离县城 70

多公里，路远且难走。以前群

众办事需通过镇上代办或自

己去县上办理，路上浪费时

间不说，而且办理时间也较

长，群众办证、办照极为不

便。太白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结合该镇人口少不符

合委托办理条件的实

际情况，开展了经营

许可证、营业执照受

理下乡巡回服务。镇

政府提前向商户、群众告知

“证照受理下乡”活动时间、

地点，并对办理证照所需材

料、注意事项，通过微信群、

发公告等形式告知群众，群

众现场就能申请拿到营业执

照，经营许可证办理也由以

前的 7 天缩短为 3 天。当天，

共为 15 户餐饮服务经营者

办理了证照。

冰雪相约  筑梦未来
残疾人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家旗） 

3 月 10 日，第七届中国残疾

人冰雪运动季体管中心系列

示范活动暨残疾人冰雪运动

进校园活动在我市特殊教育

学校启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冰雪

相约 筑梦未来”，旨在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响应习

近平总书记“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号召，鼓励和引

导更多残疾人积极参与冬

季健身体育活动，增强学生

对仿冰雪运动的热爱。活动

当天，来自各县区、各学校

的旱地冰壶队参加了旱地

冰壶挑战赛，尽情展现飞扬

的青春活力和自强不息的

奋斗精神。旱地冰壶不受季

节、场地、设备的制约，注重

团队协作和战术应用，无须

身体对抗，是特别适合广大

残疾人参与康复健身的运

动项目。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

视残疾人体育工作，积极

开展特奥运动，并在 2021

年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

绩，为陕西特奥会名列全

国金牌榜首作出了突出贡

献。2018 年，残疾人旱地

冰壶运动项目在市特教学

校开始推广，残疾青少年

不仅取得优异成绩，还感

受到运动的魅力，在运动

中快乐成长。

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曙斌）

3 月 14 日上午，2023 年渭

滨区“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宣传活动在市区经二路

开元商城门前举行。

此次活动围绕 2023 年

消费维权年主题“提振消费

信心”，对 47 个消费维权

先进集体、46 名消费维权

先进个人、31 家区级“放

心消费示范单位”进行了表

彰，还组织区内多家单位在

现场设置展台，进行消费维

权投诉与咨询、假冒伪劣产

品鉴别、食品安全快检展

示、普法宣传等（见左图），
受到群众欢迎。

据了解，近年来，渭滨

区围绕消费热点及难点问

题，不断畅通渠道提升维

权效能，通过社会监督、联

合执法等举措有效规范市

场秩序，净化消费环境，消

费者满意率明显提升。目

前，该区拥有区级放心消

费示范单位 500 余家，“消

费投诉站”“消费维权服务

站”183 个，经一路被命名

为“放心消费示范一条街”。

2022 年，为消费者挽回直

接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与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负责人座谈

本报讯 （记者 王怀宇）3

月 14日，副市长张昭与中国移

动通信联合会执行会长、全球元

宇宙大会主席倪健中座谈。

在座谈中，倪健中介绍了

国内数字经济和元宇宙产业发

展状况。他说，宝鸡是西北工业

重镇，区域优势明显，在 5G 移

动互联网、元宇宙等科技合作

上，可以上规模、上层次、上质

量，进一步促进招商引资等工

作，培育一批新兴产业，推动工

业领域转型升级。

张昭介绍了宝鸡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他强调，宝鸡是关中

平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历史文

化悠久，工业基础雄厚，生态环

境优越，交通十分便利，对外合

作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加强交

流，依托宝鸡工业优势，找准突

破口，搭建具有带动和示范效应

的应用场景，促进传统产业与数

字经济有机结合，使合作内容具

体化、项目化、实体化，更好地解

决现实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

题，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昭为倪健中颁发了“宝

鸡数字经济专家库特聘专家”

和“宝鸡元宇宙创新研究院特

别顾问”聘书。

太白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在黄柏塬镇为群众现场办证照

提振消费信心  畅通维权渠道
渭滨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集体评选结果公布——

宝鸡市住建局榜上有名
本报讯 （鲁淑娟 陈发平）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文，

公布了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

统先进集体评选结果，宝鸡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荣膺“全国

住建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宝鸡市住建局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和对住建工作重

要批示精神，以“加快建设副中

心、全力打造先行区”为目标，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

“和谐社区·幸福家园”创建提高

居民幸福指数，建成公租房9.02

万套，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70

个，完成棚户区改造7.07万套，

17万居民“出棚入楼”，宝鸡保障

房先进管理经验在全国推广交

流；坚持项目带动战略，实施城

市品质提升行动，8座跨渭河大

桥建成通车，打通断头路瓶颈路

31条，改造提升主次干道60余

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 14.1公

里；大力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创建全国特色小城镇

3个、省级重点示范镇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