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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在绿色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呵护

绿色。 我市持续将能耗“双控”要求贯
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严控 “两高 ”
项目准入，预计全年单位 GDP 能耗下
降 3%。 紧盯国家投资政策方向，争取
中省污染防治、重点流域治理、资源利
用等项目资金 5564 万元。 同时，坚持
从绿色循环发展夯实生态立市基础 、

探索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 、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初见成效三个方面发
力， 研究、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 2021 年 5 月 25 日，我市作为西北
地区唯一受邀城市， 在浙江丽水召开
的全国性生态会议上作了经验交流。

起跑映照全程 ， 开局启示未来 。
2022 年 ，我市将继续把高质量项目建
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

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任务， 做到精深谋
划项目、 精准招引项目、 精细服务项
目 、精心干成项目 ，立足富硒产业 、旅
游康养、 新型材料三个千亿级产产业
集群，谋划实施一批利长远、增后劲的
重大项目，确保项目建设接替有序、后
劲有力 ，奋力冲刺 2022 年一季度 “开
门红”。

(上接一版） 的不适应和养殖技术的缺
乏一次损失过半的遭遇，但是李玉堂并
未灰心，通过网上学习和县农业农村局
畜牧技术专家耐心指导，李玉堂也逐步
掌握了香猪的生活习性和养殖繁育技
术， 巴马香猪渐渐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园区现有能繁母猪
50 余头、 种公猪 4 头， 年出栏育肥猪
400 多头，由于原生态放养 、饲料绿色
纯天然，香猪肉香味美，猪肉上半年都
被订购一空，供不应求。

双喜村现有歌风春燕茶业、水洞溪
茶厂、易之然茶业、银峰茶业等茶企业
4 家，密植茶园 233 公顷，野生茶园 133
公顷，年收购鲜茶叶 180 吨 1260 万元，
带动 311 户 1152 人脱贫致富。 有魔芋、
天麻、木瓜、养猪、养牛、养鸡、养蜂等特
色种养殖市场主体 7 家，提供就业岗位
96 个，务工年人均收入 6000 元以上。

安居乐业俱欢颜

双喜村山大沟深， 汛期， 山洪、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农户住房
条件普遍较差，安全隐患较多。 2016 年
以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及驻村扶
贫工作队抢抓中省市县出台搬迁政策
机遇，积极宣传动员农户搬迁到宋家集
镇安置点或双喜村集中安置点居住。

双喜村安置点的选址布局、征地拆
迁、建设规模、施工质量、小区内环境美
化等环节何益新都前后奔忙。 2019 年 3
月双喜村集中安置小区建成投入使用，

52 户贫困户 200 余名贫困人口乔迁新
居。 近年来， 全村陕南移民搬迁 81 户
247 人， 易地扶贫搬迁 113 户 364 人，
危房改造 40 户 80 人。

“搬到集中安置点居住快两年了，
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白天孩子们去
上学，我在茶园干活，既照顾了孩子又
有一定的收入。 ”薛亚敏指着集中安置
点广场上的体育设施高兴地说。

薛亚敏的新生活是双喜村众多脱
贫群众的缩影。 职业农民、护林员、护
河员 、保洁员 、水电工等搬进新家 ，同
时根据个人所长就近就业增收， 已成
为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
2019 年双喜村顺利实现整村脱贫摘
帽，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就业岗位持续
增多 ，教育 、医疗 、住房三重保障落地
落实， 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温暖着每一
位村民。

人心思进启航程

“下一步， 我将一边做好地方猪品
种选育工作，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同时新建茶园 26 公顷， 林下种植魔芋
33 公顷，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带动
群众增收。 ”李玉堂信心满满地说。

“‘四个不摘’ 指什么，‘五大振兴’
又指什么？ ”主持人话音未落，在场群众
争先恐后举手抢答，“这个我知道，这个
我来说……”2021 年 12 月 9 日， 县人
大机关在双喜村举办 “巩固脱贫成果
助推乡村振兴” 主题活动的现场，800

余名干部群众齐聚一堂， 聆听政策宣
讲，观看文艺演出，购买农特产品，共助
消费帮扶。

“在家门口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文
艺演出，还能学到政策知识，又能买到
特色山货，真是不虚此行，希望这样的
活动年年有！”村民柯昌华说。据不完全
统计， 现场共有 17 家农业企业、35 家
农户参与售卖， 当天实现销售额高达
40 余万元。

同时，对党员模范、创业致富带头
人、“好婆婆好媳妇”等“十佳百优”先进
个人进行表彰。五年来，双喜村开办“道
德讲堂”21 期， 表彰先进典型 21 批次
260 人，开展扶贫扶智宣讲 16 期，接受
宣讲群众达 1500 余人次 ，以 “诚 、孝 、
俭、勤、和”为核心内涵的新民风日益浓
厚。

“双喜村要立足自然禀赋， 在持续
巩固茶叶产业主导地位的同时，科学编
制乡村振兴规划，既要重点发展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又要兼顾发
展以养牛、养蜂和种植羊肚菌、魔芋为
重点的生态种养及劳务输出等富民产
业，做到一强多优、一主多辅，切实增强
群众自身‘造血’功能。 要按照环境美、
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四美乡村标准，
统筹人居环境改善、路域环境整治和生
态廊道建设，通过串点成线、以点带面，
实现 ‘一村一品’、 整镇推进、 持续提
升。 ”对于双喜村的下一步发展，县人大
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高福宏表示。

“双 奥 之 城 ” 情 更 浓
新华社记者 孔祥鑫 赵琬微 吉宁 李春宇

在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玲珑
塔上， 设置于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00
天之际的倒计时牌，显示的时间已不足
25 天。

玲珑塔下，行人步履矫健 ，眼中深
情款款，脸上笑意盈盈。 千年古都北京
将以“双奥之城”的名义，迎接五湖四海
的宾朋。

14 年后，再迎奥运，宛如初见，情意
更浓。

用冬奥元素装点氛围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市东城
区地坛八区文化广场迎来了重装开放
后的首场文艺演出。 以《一起向未来》广
场舞作为开场的东城区文化馆舞蹈队
的队员们， 用充满激情和活力的表演，
在寒冷的冬日里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

北京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
地坛公园八区广场正在申报成为冬奥
文化广场。 广场见证了从“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的一路前
行，也记录了北京市民的奥运情结。 经
常到广场散步的北京市民裴欣说：“冬
奥的气氛越来越浓，希望北京冬奥会顺
利举办！ ”

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东小口城
市休闲公园，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成为人
们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排队拍照的游
人络绎不绝。 成为“双奥之城”的这份自
信和荣耀，写在人们脸上，镌刻百姓心

中。
漫步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商

圈的王府中环商城，十余家国际知名冬
季运动、户外生活方式品牌组成了“冬
季小镇”，海内外各类冬季运动商品，吸
引着不少顾客前来选购。 商场外的草坪
上搭建起冰乐园，不少滑冰爱好者一试
身手，一家人在冰上共享天伦之乐。 在
霓虹灯的映照下，洁白的冰雪更加绚烂
多彩。

在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五棵松体
育馆，各类冬奥主题的标识在不同区域
集中展示。 “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我们
也加大了冰雪主题元素的布展工作。 ”
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品牌媒体中心负
责人袁颖慧说，“2008 年，我们让全球感
受了绿意盎然的千年古都； 这一次，我
们要让世界领略银装素裹的北国风
光。 ”

随着冬奥会临近，北京石景山区电
厂路小学组织同学们进行了一系列冬
奥会项目的体验。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召
开时， 这所学校的许多学生还没有出
生， 这一次是他们与奥运会的第一次
“亲密接触”。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我们就陆续
从课堂上接触了很多奥运项目，学习了
很多奥运知识。 ”今年 10 岁的张金浩同
学说， 自己对冬奥会充满期待与向往，
最希望能看到短道速滑和自由式滑雪
的比赛，一睹最敬佩的运动员———武大
靖哥哥、谷爱凌姐姐的风采。

借艺术创作表达祝福

走进奥运收藏爱好者龚虎彪家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2001 年北京申办夏
奥和 2015 年北京申办冬奥成功后的报
纸特刊， 以及与奥运有关的珍贵出版
物。 从 1990 年亚运会成功举办后全民
共盼奥运开始， 今年 61 岁的龚虎彪对
每一个重要奥运节点都如数家珍。 “时
代变了，奥林匹克的梦想没变；心态变
了，热切期盼的心情没变。 ”

龚虎彪清晰地记得 ，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首次申奥成功时，他从北京
站骑着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融入欢乐
的海洋；2008 年 8 月 8 日， 北京奥运会
召开时， 他带着亲手书写的 “倒计时 0
天”的标识与天安门广场的倒计时牌留

下一张难忘的合影……
北京冬奥会临近，被称为 “胡同艺

术家”的龚虎彪用葫芦烙画的方式创作
了一系列冬奥主题作品，篆刻了代表各
类奥运项目的体育图标印章。 在北京冬
奥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之际，龚虎彪手
捧画有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和
吉祥物的葫芦，与设置在王府井的冬奥
会倒计时牌又拍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学生刘禹泽
用两年时间创作了版画《激情冰雪》。 作
品中，挥舞着丝带的“冰墩墩”“雪容融”
在故宫和景山上空翩翩起舞，在雪色中
格外醒目。 将传统技艺与冬奥元素相结
合， 将奥运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
合，胡同人家、中小学生纷纷借艺术创
作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从 2016 年开始 ，学校启动了 ‘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强木版年画
项目’大师课程。 每个夏令营，国家级传
承人马习钦都到学校课堂传授版画技
艺，优秀作品都会在学校的奥林匹克展
室展出。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艺体中
心主任王玉中说。

2021 年岁末， 在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青少年绘画作品征集活
动中，7500 多幅绘画作品从 4 万余幅征
集作品中脱颖而出，将作为礼物赠送给
外宾。 “学校有两百多幅学生作品入选，
让我们非常荣幸。 ”王玉中说，孩子们都
非常关注，期待着北京冬奥会召开。

以服务奉献迎接重逢

在全国第一个奥林匹克社区———
北京东城东四街道，镶嵌其中的奥运元
素不断唤起人们对于北京奥运会的温
暖记忆。

“十几年来，我们持续开展了一系
列纪念夏奥、迎接冬奥的活动，延续着
奥运梦想，记录着‘双奥’足迹。 ”北京市
东城区东四街道副主任张国忠说，不久
前结束的“胡同迷你马拉松”上，社区居
民和在区单位员工，用快乐奔跑、冬奥
打卡等方式迎接冬奥会的召开。

由 200 多名居民自发组成的“双奥
志愿者服务队”成为社区中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在志愿者们看来，2008 年，自豪
的是见证和参与；如今，重要的是服务
和奉献。 “我们正积极申请成为冬奥社

区，希望可以成为全国第一个‘双奥’社
区。 ” 张国忠说。

在北京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井路社
区， 居民孙园园一家正热切期待冬奥会
开幕。 孙园园曾是一名专业的速度滑冰
运动员 ，2015 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
后，她主动到社区普及冰雪知识，为居民
开展滑冰体验课。 “希望为北京冬奥会出
一份力，来表达对盛会的期待和祝福。 ”

“成为‘冬奥社区’两年以来，社区
环境有了美化提升，体育场地和器材不
断完善……冬奥让生活更美好！ ”石景
山区广宁街道冬奥社区建设专班科长
柏宗凯说。

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长年坚持
义务清理垃圾的“环保奶奶”贺玉凤一
如既往地忙碌着。 她成立了“夕阳传递”
志愿服务队， 组织更多人参与环保行
动，为打造“最美冬奥城”、迎接北京冬
奥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冬奥
会的那一刻起，就期待能为家乡举办的
奥运会尽一份力。 ”在国内一家航空公
司工作的郝夏坤出生于河北张家口，已
经承担了近 7000 小时飞行任务的她 ，
近期最开心的事就是有机会能为北京
冬奥会进行服务保障。

“再迎奥运， 就像迎接一位久别重
逢的老朋友， 一起说说过去， 聊聊未
来。 ”郝夏坤说，“2008 年，我们与奥运初
次相遇， 为的是彼此能够更了解；14 年
后，我们与奥运再度相逢，想的是如何
更团结地一起向未来。 ”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在 加 快 发 展 中 放 飞 绿 色 梦 想

岚皋县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岚自然资挂字（2022）1 号】

经岚皋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岚皋县自然资源局委托，陕西金网联拍卖有限公司对以下宗地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如下：

二、竞买人报名条件
1、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法人单位或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2、须缴清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 有拖欠本县土地成交

价款的，需缴清欠款后方可报名。
三、出让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取网

络竞价的方式进行， 按照价高者得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提交申请、保证金缴纳时间及资格确认
1、提交申请
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 9 时 00 分至 2022 年 2 月

16 日 16 时 00 分前到陕西金网联拍卖有限公司处（安康市汉
滨区解放路中段）索取挂牌出让文件、进行资格预审。 资格预
审通过后，须在陕西省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服务平台（网
址 http://ak.sxggzyjy.cn/）进行注册并办理 CA 锁，通过 CA 锁
登录陕西省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参与竞买 （资格预
审通过且已成功办理 CA 锁的企业， 应办理土地交易资格解
锁程序，方能参与竞买活动）。

2、保证金缴纳
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 16 时

00 分 （请按照网络系统提示的流程进行保证金线上缴纳操
作，最终以缴纳成功查询结果为准）。

3、资格确认

网上报名成功后， 通过资格审查且足额缴纳保证金的申
请人，我公司会同岚皋县自然资源局进行资格确认，资格确认
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 16 时 00 分前。 通过资格确认
的申请人，可进行网上报价。

4、 网上竞价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8 日 9 时 00 分至 2022
年 2 月 18 日 16 时 00 分。

五、获取《成交确认书》
挂牌结束当日，竞得人凭《结果通知书》在岚皋县自然资

源局现场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事项
1、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及出让文件

所列条件， 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状及所列
条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

2、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口头、传真及电话报名。
3、“出让公告”的内容与“挂牌出让文件”内容不一致的，

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4、网上挂牌报价截止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网上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康市汉滨区解放路中段
联系电话：13991864000 付女士

岚皋县自然资源局 陕西金网联拍卖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2 日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
———安康市财政局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