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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4 日袁 县委书记王宏伟

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渊扩大冤会议袁传达全省干

部大会精神袁对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尧深化改革尧从严治党尧年终考核尧环
境保护尧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遥 县

四大班子领导薛玉马尧丁格尧孙晓尧李鹏奇尧
解伟龙尧葛凯尧董宏运尧薛俊辉尧程海龙尧薛云

涛等出席会议遥
王宏伟首先传达了全省干部大会精神袁

指出大家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定上来袁统一到全

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来袁在新省委班子的坚强

领导下袁不忘初心尧砥砺前行袁努力为全省尧
全市改革发展作出绛县应有的贡献遥

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袁
王宏伟要求袁要深刻领会好尧学习宣传好尧贯
彻落实好全会精神袁推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往深里走尧实里走袁努力在

全县上下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遥
王宏伟强调袁 要积极推进改革创新袁进

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尧深化行政审批

改革和农村改革袁确保重点改革任务落地见

效遥 治国必先治党袁治党务必从严遥 王宏伟指

出袁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袁有效激励干

部担当作为袁驰而不息改进干部作风袁大力

整治漠视群众利益等问题袁努力实现政治生

态持久的风清气正遥
围绕主题教育尧年终考核尧环境保护及

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袁王宏伟要求袁要继续

引深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活动遥
紧盯各项考核指标进度袁紧抓重点环节不放松袁补齐短板

不足袁全力以赴取得最好成绩遥 2020 年是野十三五冶收官之

年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袁四大班子领导要认真

谋划好 2020 年工作遥 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袁深入调研袁认真

思考袁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袁理清思路袁突出重点袁为做好

明年各项工作奠定坚实基础遥
同时袁 全县上下要全力抓好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

作遥 要把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袁不断加大农村环境集中

整治力度袁守护好绛县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遥 要始终坚守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袁加强安全监管袁全面深

入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袁确保不发生任何安全

生产事故遥
范红霞

邓雁平到我县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联系群众活动
本报讯 12 月 5 日袁市委常委尧市政

法委书记邓雁平以人大代表身份袁 来到我

县安峪镇人大代表联络站袁 和基层代表群

众认真交谈袁 倾听群众呼声袁 了解群众诉

求袁 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遥 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孙晓尧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晓燕参

加活动遥
在安峪镇人大代表联络站袁4 名基层

群众代表结合工作生活实际袁 围绕清洁取

暖尧养老服务尧产业扶持尧环境卫生等群众

关心关注的问题畅所欲言袁邓雁平认真听尧
详细记袁一一予以回应袁并和大家共同探讨

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遥
邓雁平指出袁 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是代

表依法履职尽责的重要阵地袁 是更好倾听

民声尧了解民情尧吸纳民意的重要平台袁也
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遥 各

位代表要认清自身职责袁 大力宣传建立联

络站的意义袁联络站自身要创新工作制度袁
健全长效机制袁 发挥好人大代表联络站的

桥梁组带作用袁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袁倾听

民情民意袁为群众排忧解难遥
邓雁平强调袁 人大代表要加强自身建

设袁注重自身形象袁提升参政议政意识袁增
强政治能力遥在发家致富上袁要发挥模范作

用袁拥有一技之长袁带领群众共同致富遥 要

有勇于奉献的牺性精神和斗争精神袁 敢于

直面指出乡镇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袁 配合乡

镇工作遥
在乡镇经济发展方面袁要做好产业长期

规划袁因地制宜袁探索出适宜本镇种植尧发展

的产业袁在一村一品发展方式上袁要扩大规

模袁专心发展同类产业袁进行经济创收遥
邓雁平还就农村安全社会治理等方面

提出希望和要求遥
范红霞

董旭光带队到我县观摩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

本报讯 12 月 2 日袁
副市长董旭光带领全 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第三

观摩组到我县观摩 指导

工作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政

协主席丁格袁政府副县长

马辉陪同遥
观摩中袁 董旭光一行

先后来到郝庄乡上吕村和

古绛镇白家涧村袁 对两地

生活垃圾尧污水治理尧卫生

改厕和村容村貌提升等方

面工作进行了观摩袁 现场

感受人居环境建设取得的

成果袁 并详细听取了政府

副县长马辉和郝庄乡乡长

席枫尧 古绛镇镇长闫怀志

分别对全县和辖区人居环

境整治有关情况的汇报尧
下一步规划的介绍袁 了解

了当前改厕尧污水处理尧垃
圾处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袁并提

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贯彻落实

中央尧省尧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生动实践袁是实施乡村振兴重大

战略的重要任务袁更是广大人民群众

的殷切期盼遥 今年以来袁我县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袁以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为契机袁拆违治乱尧垃圾治理尧污水治

理尧厕所革命等方面袁项项有突破袁处
处见创新袁初步探索出一些好的经验

做法曰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袁 比担当尧比

作为尧比干劲袁不仅治美了环境袁更治

出了新风袁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尧作风

形象令人欣慰曰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认

可尧大力支持尧积极参与袁激发了新干

劲尧焕发了新气象尧展现了新风貌袁内
生动力充沛尧整治前景可期遥

董旭光要求袁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袁把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统揽农村工作的重要

抓手袁 认清形势袁 卯足干劲袁 再添措

施袁要坚持问题导向袁以农村垃圾尧厕
所革命尧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

主攻方向袁突出抓好垃圾清除尧水体

清洁尧 杂物清理尧 乡村绿化尧 家园美

化尧规划管理等工作袁加快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步伐遥要大力发展野全域旅游冶袁
推进景点连线成片袁形成集聚效应曰大
力推进野星级文明户冶创建工作袁持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 加快建设美丽乡

村遥 要坚持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脱

贫攻坚统筹考虑尧同步推进袁系统性解

决三农问题袁 为广大农村居民创造良

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袁要层层落实责任袁
健全长效机制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袁推
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遥
齐晓兵

副省长贺天才到我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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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6 日袁省政府副省长贺

天才来到位于陈村镇的中条山国有林管理

局森林消防专业队袁 就冬季林草森林防火

工作专题调研遥
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尧 局长张云

龙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朱鹏一同调研袁县委书

记王宏伟尧县委副书记尧县长薛玉马等陪同遥
中条林局森林消防队 2011 年建队以

来袁 扎实开展日常作训袁 着力提升扑火技

能袁累计扑救森林火灾 38 次袁参与应急救

援 3 次袁先后多次被地方市尧县政府表彰袁

2011 年至 2014 年连续荣获野森林防火先进

单位冶荣誉称号袁2016 年被山西省森林防火

指挥部嘉奖通报遥
贺天才先后察看了森林消防物资储备

库尧消防队应急器材库尧防火应急指挥部尧
消防人员驻地袁 观摩了森林消防专业队伍

消防演练遥
贺天才向全体森林消防队员表示亲切

慰问袁叮嘱大家要提高警惕袁加强业务培训

和实战演练袁 科学规范做好森林防火救灾

工作遥

贺天才强调袁森林防火责任重大袁各地

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森林防火工作责任制袁
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袁坚持预防为主尧防灭

结合袁切实强化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袁严
格落实经营单位防火主体责任尧 林草部门

行业管理责任袁扎实做好防火巡护尧火源管

理尧防火设施建设尧火灾隐患排查等工作袁
统筹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袁合理布防力量袁提
升指挥作战能力袁 坚决防范森林草原火灾

事故发生袁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遥
贺天才还来到涑水河保护区林业有害

生物天敌繁育中心袁与工作人员认真交谈袁
详细询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开展情

况袁 并从紧紧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标

准和森林病虫害生物防治的趋势袁 进一步

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及天敌繁育科研技术

队伍建设尧 提高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生

物防治林业病虫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等方

面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设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