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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西安行、高陵在行动” 杨晓东又当起了营销员
2月28日下午，区委书记杨晓东前往
融豪众创空间开展“创业西安行、高陵在
行动”活动，和高陵创客们举行座谈，西
安市天工机械密封有限公司、西安大益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负责人和公司
成员与会交流。
杨晓东现场办公，安排渭河金滩项
目跟进和融豪工业园遗留问题，并和与会
创业者们详细分析了当今高陵的发展形势
和重大项目的引进情况。杨晓东说，当今
经济发展形势越来越好，随着大项目的引

进，资源和机会接踵而来，创客一定要打
破思想壁垒，大胆突破，一是要抓住引进
大企业的好机遇，利用好大项目的带动作
用，从中发掘企业的新前途；二是要加强
对重要文件和中央精神的学习，学习十九
大精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等会议精神，从精神中了解把握政
策、找到企业发展的指导和支撑；三是要
加强和政府的联系沟通，解决难题、对接
政策，始终维护“亲”、“清”政企关
系，做到“听党的话、向国外看、做自己

的事”，推动高陵“追赶超越·三次创
业”。同时表示，区委区政府正大力整改
机关作风问题，治“懒”、治“老爷”作
风，去官气、去官威，竭力向企业提供更
多的方便、给予更高效周到的服务保障。
大家纷纷发言交流，当听到创众智慧
总经理张宏波讲他们新策划的线上服务平
台时，杨晓东又当起了推销员，随即和张
宏波一起前往党政服务中心，检查行政效
能革命的同时，让他们积极对接线上服务
平台的工作。

传承农耕文化 发展现代农业 敬农爱农助农 推进乡村振兴

西安市首届农民节农历二月二在高陵盛大启幕
为了更好地在全市营造敬农、爱农、助农，关注“三农”的良
好社会氛围，加快我市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率先转变，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大西安都市型现代化
农业追赶超越目标早日实现，我市将于2018年3月18日（农历二月
初二）在高陵区举办西安市首届农民节活动。
首届“农民节”由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高陵
区委、高陵区人民政府承办，主会场设在高陵区通远街道何村（场
畔农耕文化观光园）。首届“农民节”的主题是传承农耕文化、发
展现代农业，敬农爱农助农、推进乡村振兴。记者了解到，首届
“农民节”将产生十个系列“十佳”：“西安市十佳杰出农民”、

“西安市十佳励志脱贫户”、“西安市十佳美丽乡村”、“西安市
十佳农村党支部书记”、“西安市十佳农业科技工作者”、“西安
市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社”、“西安市十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西安市十佳农家乐（民宿）”、“西安市十佳脱贫攻坚帮扶干
部”、“西安市十佳农村文明家庭”。
首届“农民节”还将举办农民节纪念林植树活动、农民文化
体育活动及精品农产品、精品乡村旅游线路、特色民宿展示，农
村改革发展变迁40年摄影展览等系列活动及高端论坛，将召开
“2018西安·中国樱商大会”、 农村电商发展研讨会、农业科
技宣传咨询活动等。

我区全力推进农民节筹备工作
“区上印发了筹备工作实施方案，成
立综合协调、活动组织、规划建设、新闻宣
传等8个工作组和1个现场作战指挥部，落细
落实人员、任务，分头开展工作。”首届农
民节高陵区筹备工作指挥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现在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一是加快交通道路建设。为有效缓解
何村社区与高陵场畔及周边连通问题，我
们对何村社区区域交通路网重新进行了规
划建设，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启动了场畔北
路、场畔南路主线、场畔南路及支线、连
接线等10.04公里道路新建、改扩建工程，
已清表7.2公里、整理路床6.7公里，正在进
行铺油，3月5日前可全线贯通。
二是高标准策划布展。围绕农民节活
动筹备，高陵区制定了植树点渭河北岸森林
公园设计方案，正在整理绿化用地。与23家
本地合作社、企业对接农产品布展事项，将
利用农民节平台，全方位展示高陵现代设施
农业发展成果。同时，主动对接社会资本，
完成了药惠田园综合体项目初步规划。
三是抓好改造提升工程。对照农民节
主会场活动规格、标准，完成何村社区内
部场地硬化，停车场及入村门户建设、花
坛道沿和公厕改造等加快推进，场畔周边
停车场、标准化公厕等正在进行提升。以
筹备农民节为契机，在全区范围内深入开
展城乡环境大整治、绿化亮化美化大提升
行动， 重点整治农民 节活动沿线、 城
（园）区出入口、重要节点形象面貌，督
导发现问题530处，已全部整改到位。
四是积极建设联村党委。将通远街道
仁村、何村、火箭村、灰堆村等4个村党支
部（3601户、14962人），纳入管理范围，
统一办公，负责4个村的党建、产业发展、

距离西安首届“农民节”开幕
还有16天

脱贫攻坚、社会管理等工作，着力构建以联
村党委组织载体、以田园综合体为产业载体
的新型农村发展模式。目前，联村党委已落
实办公场地、设施设备，即将挂牌。
五是精心组织 系列文化活动 。 将
2018“西安年·最中国”春节文化系列活
“如果你到何村走一遭，答案就会一目
了然。”说起农民节“落户”何村，通远
街道何村党支部书记史安民显得很是自
信。“上世纪90年代以前，何村是远近闻名
的穷村，别说那时候没有农民节，就是有这
么好的机遇砸到何村人头上，我们都没有实
力承办。到了1992年，何村率先发展大棚蔬
菜，村子里有了主导产业，村民收入一下子
就打了翻身仗。2000年左右，已经实现了大
棚设施蔬菜全村覆盖，村民们依靠大棚菜走
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何村也被誉为中国大
棚第一村。产业发展推动了村子各项事业大
步朝前走，可以说，是现代化大棚产业，成
为何村发展的基础，也成为何村当选农民节
主会场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理由，我觉得是何村的卫生环境
好。”史安民说：“就拿厕所革命这方面来

动与农民节有机结合，春节期间先后举办
秧歌腰鼓、秦腔戏剧、社火闹新春等演出
41场，正月十五前还将举行17场文化活
动，努力为农民节暖场造势。同时，积极
参加全市十大民宿评选（网上评选）、农
家菜厨艺技能大赛（临潼举办）评比，已
确定全市十大精品旅游线路评选的参选路
线。

年味未尽，招贤纳才，
职通未来。2月28日，以“促
进 转移 就业 、 支持 返 乡创
业 、助 力增 收 脱贫 ” 为主
题 ，由 区人 社 局、 区 总工
会、区残联联合举办的
2018首场大型招聘洽谈会在
区人社服务中心如期举行。
本次招聘会共有西安煤
矿机械有限公司、西安九州
大 地农 牧发 展 有限 责 任公
司、中小企业聚集园、西安
胜 利油 田天 然 机械 有 限公
司、陕西西矿环保有限公司
等147家企业，提供包括行政
助理、机械工程师、电气工
程师、结构工程师、汽车电
子 软件 工程 师 、销 售 、文
员、电工、维修工、钳工、
焊工、包装工、技术员、质
量员、厨师、保洁员、保安
等180余工种3300余个就业岗
位。经统计，此次前来参加
招聘会的人员有3000余人，
75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本次招聘会上除了为区内外高校毕业
生、农村进城务工劳动者、城镇未就业的困
难人员和退役军人送岗位信息、送政策送服
务外，还为前来应聘的残疾人提供免费午餐
等便利服务。在招聘会现场，刚刚找到心仪
工作的残疾人刘文绪告诉记者，“我腿脚
不便，不好找工作，刚在残联的帮助下找
到一份保洁的工作，很满意”。另外，此
次招聘会设置了政策咨询台，提供就业扶
贫政策，律师、社保、司法、公证、劳动
监察、仲裁、法制等全面的政策咨询服务
和就业保障。据了解，区人力资源中心将
在3月6日举办2018“春风行动”的第二场
招聘会，还未就业的求职人员可及时关注
前往。

（杨玥）

（转自《西安日报》）

新闻链接

农民节主会场为什么会选择何村
说，几年前，何村村民陆续搬到了新农村，
整村规划建设了整齐划一的二层小楼，家家
户户用上了封闭式水厕，彻底告别了农村旱

配套有公共服务中心、健身广场、幼儿
园、学校、商业、污水处理站等公共服务
设施，集居住、教育、医疗等服务于一

厕。再比如垃圾分类方面，2016年底，村党
支部远赴浙江金华参观考察农村垃圾分类，
回来后村党委会说干就干，2017年4月何村农

体，实现就地城镇化。新社区的建设，改
善了村民生活环境和条件，也为宅基地制
度改革总结出了宝贵经验。何村成为西安

村垃圾分类项目正式启动，何村社区环境进
一步提升，村民生活环境更加优美。2017年
被国家住建部评为全国环境整治示范村，曾
经人们印象中农村脏乱差的景象在何村再也

市‘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和新农村建设样
板村和示范村。2014年何村被评为西安市
十大最美乡村，2015年又被省政府命名为
‘2015年度省级生态村’。”

看不见了。”
“第三个理由，我把它总结为何村新农
村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史安民告

“经济强村、文化名村、生态大村，这是
我们何村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我觉得，这
也是我们当选首届农民节主会场的几点原因

诉记者：“目前全村建成住宅466套，社区

吧！”史安民说。

场畔农耕文化观光园新鲜好玩看点

的画面，当铺、盐铺、油坊、绸缎庄、镖
局……给人们一种身临传统农耕业时期，

“笑歌 声里轻 雷动，一 夜连枷响 到
明。”宋人范大成笔下稻粟脱壳、人欢马叫
的丰收场面，在这里得以实景再现。昨日，

体验区、博物馆集群、人民公社大食堂等多个
区块，集中展示由古至今的农耕文化和农民生
活。”场畔农耕文化生态观光产业园副总经理

记者走进农民节展示区高陵场畔农耕文化生
态观光产业园，提前感受了一次丰富有趣的
农耕民俗文化。
一进场畔大门，记者看到，这里俨然一
个传统的关中集市，身处其中仿佛将历史画
面定格在清末民国时期，油坊、磨坊、酱醋

闫康告诉记者，农民节在即，场畔提前进行了
提升改造，除了墙面上日常展出的农民画和
《关中百怪》等小故事，道路两侧的土墙上还
悬挂起了大红灯笼，平添了几分喜气。
记者探访发现，场畔最大亮点当属关
中农耕文化博物馆，共分为9个展区，从农

惬意悠闲的慢生活感受。
最受家长和孩子欢迎的是农事体验区。
记者看到，在这里，犁地、剥玉米、磨
面、纺纱、扛粮食等项目分门别类，供游
人参与体验农事活动，也让带孩子来游玩
的家长趁机寓教于乐。8岁的小女孩甜甜是

坊、茶炉子样样不缺，关中大烩菜、陕西蒸
碗、蓼花糖等陕西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尤为
惹人注目的是道路两侧“抓革命、促生
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标语，让这里
更具岁月感。不少游客发出感慨：“原来过
去的农民生活是这样的啊！”

史到近代农耕；从农田灌溉到粮油加工；
从马家窑彩陶文化到民俗七十二行；麦子
的碾场、扬场、抢场、晾晒；农耕方式从
人力、畜力到机械的转变；全面展示了从
新石器时代到现代农耕时期，农具、农民
生活的演变史。其中，民俗七十二行还还

“场畔以农耕民俗文化为主题，分为农耕

原了过去以经营传统民俗手工业作坊为主

第一次和父母来到场畔，从没见过犁的她
在爸爸的帮助下使劲把犁向前推，虽然小
脸累得红扑扑的，但十分开心：“原来种
下一粒米这么不容易，怪不得老师教育我
们粒粒皆辛苦。”
当然，场畔也少不了吃货们偏爱的风味
美食街和人民公社大食堂。“农民节期
间，数百家门店将为游客提供最地道的关
中美食，尤其是咱老陕最爱的农家饭，一
定会让大家入口难忘。”闫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