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玉马主持召开第
45次政府常务会

本报讯 11 月 27 日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薛玉马主持召

开第 45 次政府常务会袁县委常委尧政府副县长董宏运尧政府

副县长王述江尧巩建明尧霍剑等参加会议遥
会议专题研究讨论了 叶关于在全县开展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的实施方案渊讨论稿)曳遥
薛玉马强调袁 全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提高政治站

位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尧主动服务改革大局袁以坚决有力的

措施推动改革落实落地遥 紧紧抓住这次重要契机袁以野一次

办好冶为改革理念和目标袁对审批流程规范再造袁附行政权

力横向整合袁对审批服务深度融合袁切实构建简约尧高效尧便
民的行政审批服务体制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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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8 日，在第 32 个世界

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县卫生健康和体育

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多家医疗单

位，在电影院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提

高公众对艾滋病防范意识和知晓率。

县领导王宏伟、李彩霞、霍剑、马建萍

等出席活动。

今年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界艾滋病

日，我国宣传活动的主题是“社区动员同

防艾，健康中国我行动”。活动现场，王宏

伟等县领导同广大工作人员一道，耐心细

致地向群众宣传国家艾滋病病防治策略、

免费政策以及相关艾滋病防治知识，解答

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和困惑，发放预防艾

滋病宣传资料、宣传知识手册、宣传手提

袋等；并带头在活动主题倡议墙上签名，

认真听取了我县近年来在预防和治疗艾

滋病方面的相关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

自 1996 年我县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以来，截止目前，全县累计报告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358 例，其中死

亡 146 例，转出 26 例，现存活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病人 186 例。累计治疗 214 例，目

前存活并仍在治疗的 162 例。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26 日，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 15 例，较去年同期上升 67%。全县十个

乡镇均有病例报告，发病以青壮年男性居

多，以性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近几年男

男同性性行为传播比例逐年增加。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展出展板 8 块，

发放宣传册 2000 余本，宣传折页 2000 余

张，宣传画 1000 张，洗衣粉 100 袋，宣传袋

300 个，水杯 100 个，控油盒 100 个，控盐

盒 100 个。

齐晓兵

王宏伟调研指导卫生健康和体育工作
本报讯 11 月 26 日袁 县委书记

王宏伟带领编办尧财政局尧卫健局尧医
保局尧人社局尧能源局尧自然资源局和

融煤体中心负责人袁 就全县卫生健康

和体育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袁 现场协调

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遥 政府

副县长霍剑陪同遥
调研中袁 王宏伟一行先后实地了

解了我县社会足球场馆建设使用情

况曰 听取查看了绛县医疗集团人民医

院尧中医院尧县医疗集团横水卫生院分

院尧 西录村卫生所等地医疗机构县乡

一体化改革工作成效和创建全国基层

中医药先进县工作推进情况袁 详细了

解各地医务人员尧医疗器械尧基础设施

配备情况及中医药文化推广尧 特色门

诊建设运营情况遥
王宏伟指出袁 社会足球场地设施

建设既是一项政治任务袁 也是民生工

程袁各相关部门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袁
强化责任担当袁以扎实的作风尧突出的

业绩推动我县社会足球场地设施补短

板尧提质量袁确保建设任务按时按质完

成曰要采取野一场多用冶尧集聚发展的方

式袁充分发挥足球场的功能作用袁实现

场地建设和足球文化尧 旅游的有机融

合袁推动全民健身与文化旅游发展遥
王宏伟要求袁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县乡一体化医疗改革工作袁 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将业务与政治紧密

相连袁通过党建工作凝聚人心袁悟思启

人袁 切实增强大家对医改重要性的认

识曰要聚焦基层袁规范医疗管理服务袁
规范化运行曰 要着力解决医改工作的

人才短缺尧基础设施尧信息化建设滞后

等问题袁进一步强化措施袁坚持问题导

向袁聚焦薄弱环节袁层层压实责任袁对
标一流袁 进一步推进全县医疗服务工

作遥 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

的医疗服务遥
王宏伟强调袁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以创建全国基层中医先进县为抓手袁
拿出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定力和恒

心袁精诚团结袁上下联动袁进一步增加

政府投入袁 着力解决基层基础设施底

子薄弱尧基层人员编制不足尧中医药人

才短缺等问题袁 全力提升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曰 要进一步发挥我县中医药

的独特优势袁加强中医文化建设袁普及

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袁 宣传与人们日

常生活相关的中医药知识尧 方法尧观
念袁 力争使群众从中感受到中医药文

化氛围袁接受中医药文化的陶冶遥优化

广大患者就医体验袁让百姓享受到野简
洁尧方便尧有效尧低廉冶的健康服务遥

县委办主任徐凌杰等参加遥
齐晓兵

本报讯 11 月 25 日袁我县举行以野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袁稳就业惠民生帮企业促发展冶为主题的 2019 年绛县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服务周活动启动仪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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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县人大副主任李晓燕袁
县政协副主席柴广胜袁县直各相关单位尧各企业和各类劳动者

代表参加了本次服务周活动启动仪式遥 县人力社保局局长吴

志强主持遥
董宏运在致辞时希望各相关职能部门尧群团组织尧各企

业尧培训机构尧鉴定评价机构要高度重视袁认认真真抓好落

实院各类劳动者踊跃参加袁力争通过此次活动袁把我县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袁真正

达到稳就业惠民生帮企业促发展的目的遥
薛玉马宣布 野2019 年绛县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服务周冶活

动启动遥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政策宣讲尧业务咨询等活动袁旨在引导

和鼓励城乡各类劳动者积极参加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袁
激发和促进培训主体积极参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袁更广泛尧更
全面地开展职业技能提升服务遥

梁 瑾

我县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服务周活动全
面启动

我县开展第 个世界艾滋病日
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11 月 29 日，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孙晓主持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文魁、

李晓燕、樊彦龙、李彩霞参加。会议分

两项进行。 
会议第一项，政府副县长巩建明

做了关于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

作的情况汇报；县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副主任裴丽群做了关于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工作的调研报告；就进一步做

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针对备

案审查工作中存在的认识不高、意识

不强，审查力量薄弱，备案不规范、不

及时等问题，孙晓要求政府各职能单

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备

案审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开展

备案审查工作，加大监督纠正力度，加

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要抓好

组织协调，为更好地开展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铺平道路，扫清障碍。要

强化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备案工作

的规范化水平。要通过学习培训，努力

提高业务水平，准确把握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的总体要求，做到按时

报备和应报尽报，防止出现漏报、错报

情况。孙晓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政

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

交流和协调配合，共同把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做得更好。 
会议第二项听取了县人大法律咨

询室主任薛璐关于组织开展县乡人大

代表述职评议工作的情况汇报。 
就开展代表述职评议工作，孙晓

指出，开展代表述职评议活动是一项

促进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监督代表依

法履职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培养人

民群众民主意识、行使当家作主权利

的生动实践。11 月份，常委会委托各

乡镇分别在 16 个选区组织 76 名县人

大代表开展了述职评议活动，切实增

强了代表自觉接受选民监督的意识，

提升了代表依法履职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促进了代表作用的有效发挥，进一

步密切了代表与选民群众的联系。 
针对述职评议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孙晓强调，人事工委在认真总结述

职评议活动的同时，要不断创新思维

方式和工作方法，扎实开展好新时代

代表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绛县人

大常委会代表述职评议工作制度，促

进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规范化、制

度化开展。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