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范馨月

邮箱：sxjxsyb@126.com 2019 年 11月 25 日 星期一A4

本报讯 11 月 19 日袁 国家生态环境

部华北督察局副巡视员耿瑞江一行来我

县袁就水生态环境工作进行专题调研遥 县

委副书记尧县长薛玉马袁县委常委尧政府副

县长董宏运陪同遥
在涑水河道白家涧段袁 耿瑞江指出袁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袁充分认识当前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尧严峻性和紧迫

性袁加强河道周边环境整治袁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袁做好常态管理和长效监测袁及时清理

河道袁保持河道畅通遥
在绛县污水处理厂袁耿瑞江详细询问

有关污水厂处理运行及日常管理情况袁现
场察看污水厂运行及污泥处置情况袁并要

求要进一步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工

作袁不断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袁确保污水

处理厂发挥最大效益袁进一步改善水环境

质量遥
耿瑞江来到紫家峪水库袁现场了解水

库的库容尧实际水位情况遥 他指出袁绛县作

为涑水河水源发祥地之一袁加强库区生态

环境保护袁 真正发挥青山绿水资源优势袁
造福广大群众遥

调研中袁耿瑞江强调袁要继续坚持高

位推动袁紧紧围绕污染防治目标任务袁压实

工作责任袁针对水环境尧污染源等突出问题

精准施策袁采取有效措施袁不断抓好水环境

治理工作袁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落

地见效遥
政府办主任王辨明参加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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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0 日袁县

委副书记尧 县长薛玉马到磨

里镇焦家洼村和安峪镇冯村

岭村督导易地搬迁情况遥 政

府副县长马辉参加遥
在焦家洼村和冯村岭村袁

薛玉马实地查看了两村搬迁

工程实施进度袁 听取相关负

责人情况汇报遥 他指出当前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入关键

时期袁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举措遥 各级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袁从现场情况来看袁各

乡镇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

了一些成效袁 但离目标任务

还有一定距离袁 仍存在搬迁

进度慢尧工作质量不高尧政策

把关不严等问题遥
薛玉马强调袁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袁时间紧尧任务重遥 各

乡 镇 要 进 一 步 加 大 工 作 力

度袁野一把手冶亲自抓袁把搬迁

工作野扛在肩上尧抓在手上尧
放在心上冶袁 切实按照县委尧
县政府一系列扶贫会议要求

和工作部署袁 把搬迁工作抓

紧抓好抓实遥 要结合当前野主
题教育冶活动袁充分调动干部

积极性袁 全力推动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袁 确保全县脱贫攻

坚任务圆满完成遥
政府办主任王辨明参加

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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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观摩全县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

本报讯 11 月 15 日袁 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孙晓带领人大常委会委员袁各工委主

任尧乡镇人大主席对全县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进行视察观摩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

文魁尧李晓燕尧樊彦龙尧李彩霞参加遥 政府

副县长毕冠军陪同视察遥
视察组一行先后到住建局生态公园

蓄水工程尧西灌底樱桃示范区项目尧绛县

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尧绛县高级中学扩建

项目尧开发区山西中炎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中药材种植及初加工技术改造项目等

12 个重点工程项目视察袁详细了解我县重

点工程项目进展情况遥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晓燕主持召

开视察座谈会议袁 政府副县长毕冠军就

2019 年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做

汇报遥
我县 2019 年野五个十冶重点工程共 55

项袁总投资 233.26 亿元遥 其中在建的 29 个

项目中袁已完工的项目有 10 个袁分别是院雪

亮工程袁耕地开发项目袁退耕还林工程等袁
正在建设的项目 19 个袁分别是山西晋安通

绛县富家山风电场二期 9.8 万千瓦风电项

目尧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等曰前期 9 个袁
分别是山西大唐安峪热电厂 野上大压小冶
扩建工程尧涑水河县城段生态公园治理工

程等曰招商引资项目 17 个袁分别是樱桃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尧绛县军民结合航

空工业园等遥
2020 年我县共谋划重大项目 44 个袁

总投资 114.09 亿元,计划投资 28.80 亿元遥
其中袁续建项目 16 项袁总投资 41.5 亿元袁
2020 年计划投资 14.15 亿元曰新建项目 28
项袁 总投资 72.56 亿元袁2020 年计划投资

14.65 亿元遥
各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围绕全县重点

工程进展情况做了发言袁提出了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遥
孙晓强调指出袁一定要认清形势袁深

刻认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重大意义袁

进一步增强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的主动

性尧责任感和使命感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

这个牛鼻子袁充分发挥重大工程尧重点项

目的引领带动作用袁 全力以赴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袁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遥 孙晓从决策投资方向尧整体状

况尧 未来前景等方面充分肯定政府工作

的同时袁对照年初确定的野五个十冶重点

工程项目的承诺和重点工程落地情况指

出了存在问题遥
孙晓强调袁政府在今后推进重点工程

建设工作中袁第一袁要明确目标袁落实责任遥
要不断强化大局意识尧责任意识袁认真落

实野四个一项目推进机制冶袁开展干部入企

服务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遥 认真检查工程建设进度袁 对存在的问

题袁要提出解决办法袁认真加以解决遥
第二袁要只争朝夕袁加快进度遥 要在尊

重规律尧尊重科学尧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袁努
力加快工作进度袁加大工作力度尧狠抓工

作落实遥
第三袁要转变作风袁创优环境遥 进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袁减少审批事项袁简化审批程序袁规范政

府行政行为遥 要认真落实首办负责制尧一
站服务制尧 绿色通道制遥 要千方百计解决

重点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遥
要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典型事迹的宣传

力度袁努力营造关心尧支持重点工程建设

的浓厚社会氛围遥
第四袁要抓好协调袁密切配合遥 政府及

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袁强化

服务职能袁提高办事效率袁积极向重点工

程项目提供支持袁采取一切手段推动重点

工程项目的落实遥

郝庄乡召开人大代表述职
评议会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袁11 月 19
日袁横水镇召开镇村干部会议袁传达贯彻

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袁对全镇主题教

育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遥
会上袁镇党委书记张宏旗全文传达

了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遥 并要求袁一
是各支部要迅速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尧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市委

四届七次全会精神的热潮曰二是要将市

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与当前重点工作

结合起来袁查弱项袁查漏项袁查短板袁弱什

么强什么袁缺什么补什么曰三是要将市委

四届七次全会精神与乡村治理相结合袁
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曰 四是要将市委

四届七次全会精神与明年的工作规划结

合起来袁对如何实现野七化冶行动袁未来发

展思路袁集体经济袁如何打赢野三大冶攻坚

战等方面进行谋划遥 要结合此次主题教

育袁做到思想意识再提升袁工作能力再提

高袁干事上雷厉风行袁为野两乡五区冶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遥

窑乡镇动态窑

横水镇召开镇村干部会议

本报讯 11 月 20 日袁 郝庄乡召开

会议袁 传达学习中共运城市委四届七次

全会精神袁并对人大代表进行述职测评遥
会上袁各位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学习尧

工作履职情况尧 个人不足与改进措施等

方面依次作了述职发言袁 与会人员对人

大代表述职作民主测评遥
乡党委书记白箐杰指出袁 人民代表

是各级人大的主体袁 行使着法律赋予的

广泛的国家权力袁直接关系到各级人大能

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袁
是贯彻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的

具体行动袁是联系人民群众的一条重要渠

道袁 人大代表进一步发挥参政议政能力袁
提高人大代表队伍的整体素质袁增强选民

的法律意识袁 确保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

施袁努力推进依法治乡进程袁为加快郝庄

发展做出贡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