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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组织宣传统战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3 月 27 日袁 运城市以三会合

一形式召开全市组织宣传统战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袁县委书记王宏伟袁县委副书记尧政协

主席丁格在我县分会场参加会议遥
市委书记丁小强强调袁 要全面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 奋力开创我市

组织宣传统战工作新局面遥 组织工作要围

绕强基固本袁选贤任能袁激发最强战斗力袁
组织部门要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袁统筹做好选干部尧配班子尧抓基层尧打基

础尧育人才尧聚贤能等工作袁全面提升新时

代组织工作水平遥 要巩固拓展深化野不忘初

心袁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成果袁打造忠诚尧干
净尧担当的高素质尧专业化干部队伍袁全面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袁凝
聚各方面优秀人才袁 为推动运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遥 宣传工作要围

绕野立新铸魂袁守正创新冶传递最强正能量袁
各级宣传部门要把营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袁 决战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作为全年

工作主线袁突出抓好理论武装袁宣传造势袁
舆论管控袁切实担负起举旗帜尧聚民心尧育

新人尧新文化尧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遥 要持续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贯彻袁 持续巩

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袁 持续抓细抓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袁 持续推进文化

强市建设袁持续讲好新时代运城黄河故事袁
坚定文化自信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遥 统战工作要围绕

凝心聚力袁同心同向袁画好最大同心圆袁统

战部门要牢牢把握大团结尧大联合的主题袁
踩准节拍点袁唱好合奏曲袁广泛凝聚人心袁
汇聚力量曰要强化政治引领袁在统一思想上

发挥更大作用袁 引导广大统战成员坚定不

移听党话袁跟党走曰要强化团结联合袁在凝

聚力量上发挥更大作用袁 把社会各界人士

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曰要强化跟进服务袁在
推动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袁 组织广大统战

成员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袁履职尽责遥
丁小强强调袁全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组

织宣传统战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袁坚决

抓好队伍建设袁坚决凝聚工作合力袁紧紧围

绕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袁
坚持整体谋划袁整体联动袁整体推进各方面

工作袁着力构建组织共建袁资源共享袁管理互

动袁发展互惠的大党建工作格局遥
陈河秀

本报讯 3月 27 日袁 山西省科学技术大

会在太原召开袁县委书记王宏伟袁县委副书记尧
县长薛玉马袁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尧主任

李鹏奇袁政府副县长董宏运及相关县直单位负

责人等在县宾馆会议室收听收看会议遥
会议强调袁要准确把握创新生态建设的

内在要求袁明确我省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目

标任务遥 我省的目标就是要围绕 2025 年转

型出雏形的总要求袁分阶段务实推进袁一年

要架梁立柱遥今年要完成好创新生态建设的

顶层设计袁出台总体方案袁明确目标任务袁制
定路线图尧时间表尧任务书袁绘制完成创新生

态云图袁搭建完成创新体系尧创新制度尧创新

政策框架袁围绕 14 个标志性尧引领性产业集

群布局一批创新平台尧一批重大技术尧一批

学科专业尧一批标志性项目尧一批重点园区遥
三年要点上突破袁五年要基本成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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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31 日袁县委

书记王宏伟主持召开县委常

委会袁县领导薛玉马尧丁格尧孙
晓尧解伟龙尧葛凯尧董宏运尧薛
俊辉尧程海龙尧薛云涛等参加

会议袁政府副县长马辉等列席

会议遥
会上袁王宏伟传达学习了

丁小强书记在全市炎黄 1 号

公路和炎黄美丽乡村建设观

摩会上的讲话精神遥
王宏伟强调袁一是要组织

参观学习袁在解放思想上下功

夫袁认真学习我市先进地区和

浙江新村示范万村整治的经

验袁来推动我县的美丽乡村建

设袁 要坚持科学规划引领袁围
绕产业发展袁基础设施袁土地

规划袁美好愿景袁特色建筑袁人
文风貌规划新农村的建设遥二

是要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打造以柳泉尧新庄等有基础的

4 个连片美丽乡村示范区袁要
把产业和农村旅游融合起来遥
三要紧抓环境整治袁在清尧拆尧
改尧种尧建上下功夫袁各级各部

门要各负其责袁严格落实遥 四

是要强化治理有效袁在基层组

织建设上下功夫袁 选好领头

雁袁加强党对农村的正确领导袁强化农村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袁建立好机制袁完善

好制度袁培育新风气遥 五是要加强领导袁在
责任落实上下功夫袁各级领导要履行好自

己应有的责任袁特别是目前的森林防火工

作袁 包镇领导要真抓实抓承担具体责任袁
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察督导的责任袁职能

部门要履行好服务支持的责任袁 积极服

务袁积极支持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遥
县委尧常委袁政府副县长董宏运传达

了全市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督办

会精神袁听取了我县人防领域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方案遥 会议要求袁要持续聚焦问题

整改和问题线索处置袁分析解决根源性问

题袁落实责任袁认真整改袁杜绝形式主义袁
官僚主义袁逐一挂长消耗袁确保专项治理

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楼阳生书记在省委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袁传
达学习了全市组宣统工作会议精神并分

别汇报 2020 年工作重点遥会议还研究了其

他事项遥
王 琪

年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4 月 1 日袁 县委书记王宏伟主

持召开 2020 年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袁县上及开发区领导薛玉马袁丁格袁
李鹏奇袁解伟龙袁董宏运袁程海龙袁毕冠军袁马
辉等参加会议遥 会议审议了县级领导干部领

衔推进重大改革项目暂行办法讨论稿袁2020
年重大改革项目及责任分工实施方案讨论

稿袁县委书记王宏伟尧县长薛玉马 2020 年亲

自抓的重大改革事项及其他县领导领衔推

进的重大改革项目清单讨论稿遥
就做好改革工作袁王宏伟强调袁要强化

政治意识袁凝聚思想共识袁切实增强做好改

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袁 要把握改革重

点袁狠抓工作落实袁坚定不移把改革引向深

入曰要把握上级部署袁做好承接性改革曰要深

入学习袁认真研究袁紧盯紧逼袁拧住不放袁确
保改革任务及时落地曰要聚焦发展袁短板深

化系统性改革曰要把涉及经济尧农村尧教育尧
医疗尧生态尧营商环境和党的建设等领域共

50 项的改革任务落实好尧推进好袁着力破解

我县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袁
通过改革真正让绛县的资源活起来袁经济好

起来袁人民富起来曰要强化责任担当袁提高工

作实效袁 扎实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遥
要领衔干袁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要强化

谋划袁推动落实改革职责袁定期听取重大改

革进展情况汇报袁研究解决改革进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难题袁确保改革高效推进曰要协同

干袁 县委改革办要提升改革专业化水平袁加
强对重大改革问题研究袁 加大统筹协调力

度袁大力推进重大改革项目袁县委政策研究

中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改革上袁向上与市

委政研室做好协调沟通对接袁 向下做好调

研尧督查尧落实曰改革任务牵头部门要扛起首

要责任和直接责任袁 配齐配强改革队伍袁大
胆借鉴外地经验袁 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袁努
力打造立得住尧叫得响的改革品牌袁宣传部

门要全面宣传袁 推介彰显改革先进经验袁先
进做法先进典型袁以推进改革为契机袁提升

绛县的知名度和关注度曰要督促干袁要坚持

把督促作为抓改革落实的关键环节袁严格开

展督任务尧督进度尧督成效袁查认识尧查责任尧
查作风野三督三查冶袁更加注重对改革的实效

评估袁创新督查方式方法袁用好野四不两直冶袁
紧盯具体改革事项袁紧盯时间节点和责任主

体袁紧盯问题要害袁实施重点督查袁精准考评袁
以督促改袁以考代效袁要把督查考核结果运用

到干部选拔任用中袁 着力营造允许改革有失

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浓厚氛围袁营造支持改

革鼓励创新袁宽容失误的良好从政环境遥
张倩倩 杨 晶

年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4 月 1 日袁 县委书记王宏伟主

持召开 2020 年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薛玉马袁县委副书

记尧政协主席丁格袁政府副县长董宏运出席

会议遥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遥
会议审议了中共绛县县委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工作规划初稿袁中共绛县县委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初稿袁中共绛县

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工作要点和

中共绛县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工

作要点责任分解遥
就进一步做好我县教育工作袁发挥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职能遥 王宏伟强调袁要
牢牢把握教育工作的政治方向袁要科学谋划

教育工作的发展路径袁 要坚持问题导向尧目
标导向尧结果导向袁精准聚焦教育领域的深

层次矛盾遥 全面把握教育领域的各种关系袁
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尧不充分

问题袁要紧密联系实际袁主动认领任务袁切实

把县管校聘改革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袁严格时间节点袁严守改革纪律袁确保顺利

起步袁高效推进曰要全面建立教育工作的协

同机制袁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

牵头抓总作用袁 协调解决教育工作重大问

题袁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负责处

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袁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必须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加强部

门协作袁充分发挥部门优势袁在人力尧物力尧
财力尧用地尧宣传等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袁确
保教育各项工作得到优先发展曰县教育部门

要负责辖区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规划和

协调管理袁组织实施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

策袁 努力破解制约我县教育发展的难题袁用

实际行动推动全县教育事业袁 实现新发展遥
县委县政府层面也将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袁切实做到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

先安排教育袁在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

育袁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袁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遥 要营造教育工作的全社会

育人环境袁要为教师营造良好的教书育人环

境袁 要为学生营造广泛的社会学习环境袁要
为师生提供安全健康的学习工作环境遥目前

高三学生已经开学袁教育部门以及各有关单

位要高度戒备袁极端重视袁百倍用心袁坚决保

障好高三年级同学的学习生活环境袁同时也

要抢前抓早袁做好指导袁强化服务袁帮助中小

学尧幼儿园积极准备预案袁储备防控物资袁细
化工作流程袁做好开学准备遥

张倩倩 杨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