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袁 县委书记王宏

伟主持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大会袁学习传达市

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尧县领导丁格尧孙晓尧解
伟龙尧葛凯尧董宏运尧程海龙尧薛云涛等参加遥

会上袁王宏伟传达学习了市委四届七次

全会上市委书记刘志宏作的工作报告及市

委书记刘志宏在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遥
王宏伟说袁市委书记刘志宏的讲话站位

高远袁开拓创新袁求真务实袁催人奋进袁充分

体现了市委对中央大政方针的精准理解袁对
省委决策部署的坚决贯彻袁对市情特征的准

确把握遥 大家要学习好尧贯彻好这次全会精

神袁结合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创

造性地贯彻好尧落实好袁推动这次全会精神

在绛县落地生根遥
就如何学习好尧 贯彻好这次全会精神袁

王宏伟强调三点意见遥
一要迅速传达学习袁统一思想认识遥 全

县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好中央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袁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袁迅
速传达落实遥各级党组织要结合正在开展的

主题教育袁通过开展中心组学习尧专题培训尧
宣传宣讲等形式袁推动学习贯彻覆盖到全县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遥 要联系自身尧带着

问题尧结合工作袁把自己摆进去袁把思想摆进

去袁把职责摆进去袁融会贯通尧学以致用遥
二要聚焦工作重点袁全力做好年底冲刺

工作遥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党员干部要保持政

治定力尧发扬务实精神袁心无旁骛尧全力以赴

抓好各项工作尧落实各项任务遥 要围绕中心

抓落实袁在全县大局中找准职责定位袁紧紧

围绕统筹推进经济转型尧民生事业尧改革开

放尧结构调整尧招商引资尧营商环境尧脱贫攻

坚尧乡村振兴尧卫生县城创建尧扫黑除恶等十

项重点工作开展好各自工作袁确保县委各项

决策部署落地生根遥 要突出重点抓落实袁选
准切入点尧扭住着力点尧把握突破点袁逐项研

究尧逐项推进袁切实做到抓重点尧求突破袁出
实招尧务实效遥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

工作的思路尧创新工作的举措尧落实工作的

行动袁 确保全县经济社会不断取得新突破尧

获得新成绩尧实现新发展遥
三是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谋划好明年工

作遥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袁 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指引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尧把握全局袁在凝聚人心尧凝聚共识尧
凝聚智慧尧凝聚力量上下功夫遥 要毫不放松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袁严格落实两个责任袁精
心谋划明年工作袁 努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强势开局袁 确保全会精神在我县

落实落地遥

张倩倩

我县传达学习市委四届七次全会
精神

本报讯 按照中央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冶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有关要求袁11 月 18
日袁我县举行党政领导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冶 主题教育第三次集体学习交流研讨会袁
县委书记王宏伟主持袁 薛玉马尧 解伟龙尧葛
凯尧董宏运尧程海龙尧薛云涛等出席会议遥

会议采取个人自学和交流发言的方式

进行袁 重点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袁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尧全面从严治党尧理想信

念尧宗旨性质尧担当作为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尧党性修养尧廉洁自律等八个方面开展集

中研讨遥王宏伟尧薛玉马等依次进行了发言袁
大家紧密联系近期工作生活实际袁 谈认识尧
谈体会尧谈收获尧摆问题尧找差距袁通过相互

交流尧深入讨论袁进一步体悟真理伟力尧筑牢

信仰根基袁 切实提升党政班子的政治境界尧
政治素养尧政治能力遥

王宏伟要求袁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袁 牢牢把握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方

向袁 牢牢把握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关键

和根本袁 扎实做好当前工作曰 要深入推进

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推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尧往心里走尧往实里走袁把学习成

效体现到增强党性尧提高能力尧改进作风尧
推动工作上来遥

齐晓兵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袁我县召开统一战

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遥 县委书记王宏伟出

席会议并讲话袁县委常委尧政府副县长董宏

运出席会议袁县委常委尧统战部长薛云涛主

持会议遥
会上袁 各乡镇党委书记对本辖区统战

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

交流发言曰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红稳传达

了市委统一战线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遥

王宏伟强调袁 各级各部门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为指导袁 切实增

强做好统战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曰 要认

真落实统战工作提出的各项任务袁 努力提

高统战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

力曰 要切实履行领导小组职责袁 把中央和

省尧市尧县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遥
薛云涛要求袁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

记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袁按照野党委领

导尧政府支持尧统战部协调总抓袁各部门密

切配合尧全社会关心参与冶的要求袁善于协

调和处理与党外人士的各种关系袁 善于协

调和处理经济统战工作中的各种关系袁用
刚性的考核考评来保障统战各项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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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举行党政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三次集体学习交流研讨

王宏伟主持召开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特色水
果产业园规划会

本报讯 11 月 20 日晚袁县委书记王宏

伟主持召开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特色水果

产业园规划会遥 丁格尧郭文魁尧马辉尧贺照庭

等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在前期广泛调研尧精心设计的基

础上袁山西农业大学专家就我县建设国家级

现代农业特色水果产业园规划情况作了专

题介绍遥
据了解袁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需

要主导产业特色优势明显袁科学合理的规划

布局袁建设水平区域领先袁绿色发展成效突

出袁带动农民作用显著袁政策支持措施有力袁
组织管理健全完善袁 只有符合上述这些条

件袁方可批准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遥
在认真听取了专家的规划设计介绍后袁

丁格尧郭文魁尧马辉尧贺照庭先后发言袁立足

我县大樱桃尧 山楂等特色水果发展现状袁就

整个国区的规划建设提出了合理化的意见

和建议曰与会的县农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也

先后一一作了发言袁结合各自部门工作职责

和县城发展实际袁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遥
王宏伟指出袁整个规划引领性尧指导性

和时效性都比较强袁对下一步我们绛县野十
三五冶乃至野十四五冶特色现代农业尧功能农

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袁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认真对照规划袁明确各自职责袁创新理

念袁打破传统思维袁用现代的理念去装备农

业尧现代技术改造农业尧现代手段经营农业曰
要科学规划尧合理布局袁依据各地资源禀赋

和产业发展现状袁坚持统筹布局尧因地制宜尧
基础完备尧特色鲜明的原则袁形成各具特色

的产业格局袁引领带动产业园整体发展遥
王宏伟强调袁各级各部门要围绕整个规

划袁进一步理清思路袁把握大势袁联动而上袁

积极向上争取国家农业产业扶持资金和项

目遥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尧高科技农业尧智慧

农业尧融合农业和品牌农业袁确保一大批项

目尧资金在园区落地见效曰要寻找结合点袁突
出关键点袁形成产业项目小册子袁重点抓好

新产品尧新技术项目在园区的落地曰要抓好

樱桃尧山楂尧草莓和中药材核心区建设袁抓招

商和安商尧抓流程尧抓农民利益的连接袁着力

打造一批野特色冶尧野高效冶尧野示范辐射冶和野产
业带动冶的现代化尧农旅融合的农业示范园

区袁有效带动和促进全县农业增效尧农民增

收曰规划编制单位要认真归纳总结此次会议

提出的修改意见袁尽快对整个规划作进一步

的完善袁力求符合实际尧可操作性袁确保建设

国家级现代农业特色水果产业园工作顺利

推进遥
齐晓兵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袁县委

书记王宏伟主持召开县委常委

会议遥 丁格尧孙晓尧解伟龙尧葛凯尧
董宏运尧薛俊辉尧程海龙尧薛云涛

出席会议遥
会议听取了县委十四届九

次全会筹备情况曰审议县委常委

会工作报告以及王宏伟同志代

表县委常委会在县委十四届九

次全会上的讲话曰审议了准备提

交全会的终止尧停止党代表资格

的报告曰研究了绛县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曰
审议了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及各级领导重要指示批示办理

机制曳叶关于党委渊党组冤书记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

责的实施办法渊试行)曳遥
会议决定袁中国共产党绛县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

议定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召开袁
会期一天遥

王宏伟指出袁召开县委十四

届九次全会是全县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遥 各相关部门一

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袁周密组织袁精心

安排袁切实完成好大会的各项任务遥 要严肃

会议纪律袁做好会议宣传报道等工作袁努力

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凝心聚力尧 鼓舞斗志

的大会遥
王宏伟指出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增强 野四个意

识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的具体行动袁具有极

强的政治性尧组织性尧纪律性尧严肃性遥 各级

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机制的要求认真执行袁
不折不扣把工作落实到位袁 确保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各级领导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在我县得到全面准确的贯彻落

实遥 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袁充
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袁 把从严从实推

进党的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尧应尽之责袁全面

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遥 要严格履行第

一责任袁亲自抓尧负总责曰分管领导要严格

履行分管责任袁强化组织协调袁具体抓尧抓
落实曰 班子其他成员要严格履行 野一岗双

责冶袁切实抓好分管领域党建工作遥
齐晓兵

我县召开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