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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8 日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

储祥好带队对我县 3 个项目进行拉练检查遥
他强调袁 要认真学习贯彻市 野两会冶精

神袁咬定目标不放松袁争分夺秒抓项目袁只争

朝夕促转型袁以新兴产业大突破推动运城高

质量发展新跨越遥市领导张润喜尧王志峰尧杜
自立尧卫再学尧张东婷一同参加观摩遥县委副

书记尧县长薛玉马随团参加遥
山西中焱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药材

种植及初加工项目总投资 5.2 亿元袁建设总

规模达 8 万平方米遥 项目建成后袁年可加工

黄芩尧连翘尧丹参等中药材 9 万余吨袁年产中

药材提取物 3000 吨袁 中药饮片 5000 吨袁示
范种植黄芩等中药材面积 5000 亩袁 年生产

总值可达 10 亿元遥 可解决 300 多人就业袁可
带动 2 万户中药材种植户平均增收 5000
元袁中药材种植面积将由现在的 6 万亩扩大

到 10 余万亩袁 同时也可带动周边地区种植

业尧包装业尧运输业尧中医药等多种相关产业

的快速发展遥
储详好走进山西中焱恒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正在施工的车间袁实地察看设备安装和

调试情况袁 详细询问工艺流程和投产时间遥
他对企业依托我县中药材基地优势袁发展深

加工产业表示赞许袁 鼓励企业持续发力袁挖
潜增效袁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全力帮助企业解

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袁尽快投产达效遥
山西康园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野中国好

粮油冶项目总投资 1598 万元袁是运城市目前

唯一一个野中国好粮油冶项目袁项目是集粮食

种植尧储备尧加工到终端产品于一体的农业

产业化项目遥 建成后袁可发展巩固富硒水果

粮食基地 5.2 万亩袁 带动农户 7494 余户袁户
均增收 2100 元遥 实现年加工小麦 5 万吨袁玉
米 1 万吨袁小米 0.5 吨袁杂粮 1 万吨袁年产值

2 亿元袁实现利税 1000 万元遥
储祥好仔细察看公司产品袁了解市场行

情袁 他鼓励企业加大产品研发和营销力度袁
采用新技术培育推广优良品种袁 做出特色尧
打响品牌尧扩大效益袁带动农民增收遥

绛县人民医院创建于 1950 年袁 现为我

县唯一一所野二级甲等冶综合性医院袁担负着

全县 30 万群众的医疗救治和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任务遥医院增容扩建项目总投资

4.61 亿元袁项目建成后袁可提供 500 张床位袁
日均门诊量 1200 人次袁急诊日均 100 人次袁
可满足全县患者野大病不出县冶的要求遥

储祥好十分欣慰袁他强调袁看病就医是

群众最基本的需求袁医疗卫生是最基础的民

生遥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袁要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袁确保按期保质建成投用袁让老百

姓享受更优质尧更便利的医疗服务遥
检查期间袁薛玉马向储祥好一行汇报了

一季度项目建设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遥今

年以来袁我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野三篇光辉文献冶精神袁贯彻省委野四为四高

两同步冶总体思路和要求袁落实市委野五抓一

优一促冶经济工作主抓手袁加快扩总量尧提质

量尧增成色尧惠民生尧强后劲袁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袁高质量推进野两乡五区冶建设遥
2020 年一季度袁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3.4 亿元袁同比下降 4.7%遥 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 11.15%遥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09 亿元袁同比增长 17.5%遥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 3.94 亿元袁同比下降 20.2%遥 财政

总收入完成 9170 万元袁同比下降 4.3%遥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741 万元袁 同比下降

10.4%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完成 6799 元袁
同比增长 0.8%遥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完成

2578 元袁同比下降 0.5%遥
在认真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后袁储祥好

对我县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袁他要求袁市直

部门要加大对绛县的支持力度袁统筹好各种

资源袁努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遥 要在

大力培育发展数字经济尧信息产业等方面下

功夫袁抓住新基建项目申报的契机袁再谋划

和引进一批投资强度大尧技术含量高尧辐射

带动力强的新兴产业项目袁奋力拓展全市高

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遥
县上及开发区领导丁格尧李鹏奇尧董宏

运尧王述江尧毕冠军尧张瑞士等参加活动遥
王辨明尧徐凌杰参加活动遥  

我县迅速传达学习市“两会”精神
本报讯 4 月 30 日袁 我县召开全县干

部大会袁传达学习市野两会冶精神袁并就贯彻

落实野两会冶精神袁做好当前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遥 县上及开发区领导王宏伟尧 薛玉马尧丁
格尧孙晓尧李鹏奇尧解伟龙尧董宏运尧薛俊辉尧
程海龙尧薛云涛等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薛玉马传达了

市政府工作报告精神曰县委副书记尧县政协

主席丁格传达了市政协工作报告精神曰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孙晓传达了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精神遥
就贯彻落实市野两会冶精神袁统筹做好当

前全县各项工作袁 县委书记王宏伟强调袁一
是要进一步抓好疫情防控遥各级各部门要深

刻汲取哈尔滨的教训袁继续把疫情防控工作

当作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袁不获全

胜绝不轻言成功遥要严格落实野及时发现尧快
速处置尧精准管控尧有效救治冶的 16 个字常

态化管控措施袁以野外防输入袁内防反弹冶为
总体策略袁切实强化省外尧境外尧入绛尧返绛

人员排查管控尧健康监测尧预防诊治等措施曰
坚持联防联控尧群防群治袁加强重点人群管

控袁坚决防止集聚性疫情发生遥 二是要进一

步抓好招商引资遥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招商

引资作为野一号工程冶袁牢固树立全县上下一

盘棋思想袁积极投身全员大招商活动袁积极

关注世界 500 强企业尧行业龙头尧上市公司尧
大型民企的招引工作袁 围绕机械智能制造尧
特色农产品加工尧新型能源尧生物制药尧小商

品制造尧文化旅游等六大产业袁按照野差什么

引什么袁弱什么补什么袁抢什么争什么冶的原

则袁绘制招商图谱袁找准目标企业袁追求野雁

阵效应冶袁着力形成龙头企业引领袁中型企业

支撑袁 中小企业快速提升跟进的发展格局遥
三是要进一步抓好项目建设遥各级各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袁把项目建设作为头等大事和

一把手工程袁 围绕今年谋划实施的 61 个重

点项目工程袁建好尧用好项目谋划库尧储备

库尧建设库尧达产达效库袁对所有项目实施一

季一签约袁一季一开工袁一季一观摩袁一季一

考核袁一季一通报袁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曰
要落实工作机制袁坚持一个项目袁一名领导

一个方案袁一抓到底袁努力关心项目尧服务项

目尧推进项目遥四是要进一步抓好脱贫攻坚遥
各级各部门务必打起十二分精神袁牢固树立

军令状和交总账精神袁坚决落实贫困县摘帽

不摘责任尧不摘政策尧不摘帮扶尧不摘监管的

要求袁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尧扶贫工作队尧
帮扶责任人尧村两委的积极性尧主动性袁形成

脱贫攻坚的整体合力曰 要全面推进产业扶

贫尧异地搬迁尧金融扶持等各项政策落实落

地袁切实做到真脱贫袁脱真贫袁不让任何一位

绛县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袁确保扶贫工作经

得起检查验收袁经得起综合评估袁经得起群

众评价袁经得起历史检验遥 五是要进一步抓

好美丽乡村遥 各乡镇尧各部门要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袁决胜全面小康袁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袁切实增强工作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袁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尧幸福感曰
要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袁 以抢的意识尧拼
的精神和战的姿态袁精准发力尧持续用力尧全
面着力袁持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集中连片示

范区建设袁不断推进厕所革命尧污水革命尧垃
圾革命三大革命袁全力打好村庄清洁百日攻

坚战袁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各项任务曰要积极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继续开展好媳

妇尧好婆婆尧新乡贤尧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袁
形成守望相助尧亲邻和睦尧家庭和谐尧农村和

美的新风气曰要大力实施造林绿化尧通道绿

化袁积极创建全国生态县袁让我们的农村水

美尧山美尧人更美遥六是要进一步抓好复工复

产遥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 4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袁防控为先尧统筹兼顾尧分类指导尧
精准高效袁 集中精力抓好企业复工复产袁争
取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遥 要深入推进野百人

百企精准帮扶冶活动袁正确认识疫情的野危冶
与野机冶袁积极宣传后疫情时代国家层面的产

业政策变化袁引导企业把野应急冶和野谋远冶相
结合袁 把当前困难和企业长远发展统筹起

来袁敏锐捕捉新挑战带来的新机遇袁新经济

彰显的新趋势袁抓住二季度恢复性尧反弹式尧
释放型的窗口期袁加快实现补现账尧提增量尧
稳增长遥 七是要进一步抓好野三零冶单位创

建遥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

述袁按照全省野三零冶单位创建工作动员部署

大会要求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袁切实增强

开展野三零冶单位创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紧
紧抓住野三零冶单位创建有利契机袁补齐短板

不足袁破解瓶颈问题袁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社

会化尧法治化尧智能化尧专业化水平袁为全县

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安全的政治环境尧稳定

的社会环境尧公正的法治环境尧优质的服务

环境曰要突出工作重点袁切实增强开展野三
零冶单位创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袁坚持矛盾

风险联防袁社会治安联控袁突出问题联治袁重
点工作联动袁服务管理联抓袁基层平安联创袁
确保野三零冶单位创建工作措施有力袁推进有

序曰要强化组织推动袁宣传发动袁示范带动袁
考核驱动袁切实增强开展野三零冶单位创建的

执行力和落实力袁 扎实做好各项创建工作袁
不断夯实平安绛县根基袁 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袁以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成效袁向党和人民

交出满意答卷遥八是要进一步抓好村级组织

建设遥 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袁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袁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尧组织优势尧密切联系群

众优势袁把党员干部群众组织起来袁动员起

来曰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袁不忘初心尧牢记

使命尧只争朝夕尧实干苦干袁确保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野十三五冶圆满收官袁为野两
乡五区冶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薛玉马在主持会议时

要求袁 要深刻理解把握大会通过的各项报

告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曰要紧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袁用好野五抓一优一促冶
经济工作主抓手袁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袁全
面做好野六稳六保冶工作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发展实效曰要以学习贯彻市野两会冶精神

为动力袁抓住机遇尧抓住时间袁担当作为尧狠
抓落实袁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尧招商引资尧项目

建设尧脱贫攻坚尧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尧野三零冶
单位创建尧 安全生产以及二季度经济工作袁
努力实现上半年目标任务双过半遥

齐晓兵 张倩倩

储祥好带队对我县项目进展情况
进行拉练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