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24 日袁县委书记王宏伟带

领县教科局尧农业农村局尧住建局尧卫健局等

部门负责人袁就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尧乡村文

旅融合发展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尧重点项目

建设等工作到部分乡镇进行调研袁现场协调

解决发展难题袁政府副县长马辉陪同遥
王宏伟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横水镇乔

寺村国保单位乔寺碑楼袁文旅融合开发利用

情况袁柳泉村现代樱桃示范园区和郝庄乡上

吕村大棚富硒冬枣园区建设情况袁现场听取

了古绛镇西吴壁冶铜遗址发掘情况和绛县

中学二级项目施工进展情况介绍遥
驱车观摩了沿途几个乡镇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效袁王宏伟指出袁项目是一个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引擎袁只有抓住项目这

个牛鼻子袁 绛县的未来才有希望尧 有奔头尧
有前途遥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袁从全

县发展的全局袁充分认识项目建设的极端重

要性袁以野时不我待袁只争朝夕冶的精神状态

和奋斗姿态袁 努力关心项目尧 服务项目尧推
进项目遥

王宏伟要求袁 各乡镇各部门要从实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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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抓住乡村规

划袁精准聚焦生态宜居袁围绕清尧拆尧改尧种尧
建袁坚持五治并举袁大力营造浓厚氛围袁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季活动袁坚决打好农村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这场硬仗遥 要深挖我们尧文

化袁冶铜文化和文化的历史内涵袁讲好绛县

山水资源故事袁 从发展文旅产业的角度袁谋
划推进项目袁丰富旅游业态模式袁优化旅游

服务供给袁使其成为绛县文旅事业振兴发展

的重要载体袁成为绛县产业转型发展的强力

支撑遥 要进一步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袁 规范

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理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袁 以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抓手袁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袁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袁为促进全县

农村和谐稳定发展袁提供有力的保障遥
县委办主任徐凌杰等参加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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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伟到部分乡镇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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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2 日 袁我

县与东方希望集团举行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链项目袁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袁县委书记

王宏伟袁县委常委尧统战部长

薛云涛袁 政府副县长毕冠军尧
马辉袁东方希望集团北方养殖

事业部投资总经理杨毅等出

席签约仪式遥
据了解袁东方希望集团预

计投资 20 亿元袁 已在我县规

划建设绿色环保的现代化生

猪养殖循环产业链项目袁包括

生猪养殖尧屠宰尧饲料加工尧生
鲜肉加工尧有机肥加工尧冷链

物流尧生态种植等循环经济产

业项目遥 项目规划产能为种母

猪四万头袁规划产能商品猪年

出栏量一百万头遥 会议由毕冠

军主持遥
东方希望集团总部位于

上海袁 目前已发展成为集农

业尧重化工产业链等为一体的

特大型民营企业集团袁2019 年

位列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42 位袁制造业第 21 位遥
县委书记王宏伟介绍了我

县经济尧文化及资源优势袁真诚

欢迎东方希望集团在绛县投资

兴业遥他指出袁企业落户后将对

我县畜牧业尧农业尧经济发展袁
特别是对增加农民的收入袁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遥 希望企业近快落地投

产袁充分利用绛县的资源优势尧
产业优势尧环境优势袁打造一个

全产业链的畜牧企业袁 各职能

部门要全力以赴给予项目大力

支持袁 为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

政务环境尧营商环境尧法治环境

和人文环境遥 通过双方共同努

力袁 做强做大现代化生猪养殖

循环产业链遥
在王宏伟尧薛云涛尧马辉

等见证下袁东方希望集团北方

养殖事业部投资总经理杨毅

与政府副县长毕冠军签署了

投资协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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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书写新时代运城人大工作新篇章
本报讯 6 月 23 日袁市委人大工作会

议召开遥 市委书记丁小强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储祥好主持会议遥安雅文尧
张润喜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遥

县上及开发区领导王宏伟尧 薛玉马尧李
鹏奇尧解伟龙尧董宏运尧程海龙尧孙国强等在

我县分会场参加会议遥
丁小强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运城撤地

设市 20 年来袁 特别是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遥 他指出袁党的十八大以

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袁先后发表

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袁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袁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袁为做好新时

代人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遥要深入学习领

会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上来袁统一到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袁不断提

升思想自觉尧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袁进一步

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袁更加奋发有为

地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遥
丁小强强调袁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统领新时代人大工作袁 围绕落实省委

野四为四高两同步冶总体思路和要求袁围绕落

实市委部署安排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优势袁着力强化政治机关属性袁着力提升

地方立法质量和效率袁着力增强人大监督工

作实效袁着力用好重大事项决定权袁着力发

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袁认真做好立法尧监督尧
决定尧代表等工作袁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

予的各项职责袁更好地服务推动全市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遥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

人大工作的领导袁为人大依法履职创造良好

条件遥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议事

日程袁加强对人大常委会党组的领导袁加强

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袁支持

保障人大依法履职曰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

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袁树立国家

权力机关良好形象曰野一府一委两院冶要自觉

接受监督袁主动报告工作袁积极配合人大及

其常委会开展工作;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学习宣传袁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尧支持

和促进人大工作的浓厚氛围遥

储祥好主持会议时要求袁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的

决策部署袁 以及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上

来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人

大工作遥要从加强政治建设的高度支持人大

工作袁切实把野一府一委两院冶工作置于人大

监督之下曰社会各界都要加大对国家根本政

治制度和人大工作的宣传力度袁努力形成全

社会共同推动人大工作尧支持人大工作和建

设的良好氛围遥
会上袁盐湖区尧市司法局尧临猗县人大

常委会尧 闻喜县桐城镇主要负责人作交流

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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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治运兴运强运作出人民政协应有贡献
本报讯 6 月 23 日袁市委政协工作会

议召开遥 市委书记丁小强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储祥好主持会议遥 安雅

文尧张润喜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遥
县上及开发区领导王宏伟尧薛玉马尧李

鹏奇尧解伟龙尧董宏运尧程海龙尧孙国强等在

我县分会场参加会议遥
丁小强在讲话中对撤地设市 20 年来袁

特别是近年来全市政协工作予以充分肯

定遥 他指出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袁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袁奋力开创新时代运城政协工作新局面袁
为推进治运兴运强运的伟大事业作出人民

政协应有的贡献遥

丁小强强调袁要突出工作重点袁着力推

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遥 聚力发展要务袁充分

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遥 突出协

商主题袁紧紧围绕野五抓一优一促冶经济工

作主抓手尧 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任务和人

民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袁 大力提升参政议

政效能曰丰富协商形式袁在协商广度尧深度尧
密度尧 力度上持续发力袁 加快建设智慧政

协袁有效开展民主监督;营造协商氛围袁发

扬野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冶的优良传统袁广开

言路袁形成既畅所欲言尧合法依章的良好协

商氛围遥 要聚力中心环节袁充分发挥思想政

治引领尧广泛凝聚共识作用遥 巩固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袁把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

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落实到各方面全过

程曰做好理顺情绪和化解矛盾工作袁为民发

声尧为民解忧袁获得人民群众认可和支持曰
要画好最大野同心圆冶袁最大限度地把社会

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尧 团结在党的

周围遥 要聚力责任担当袁充分发挥委员主体

作用遥 旗帜鲜明讲政治袁与时俱进提能力袁
严格自律改作风袁 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

良好风采遥
丁小强指出袁 各级党委要把政协工作

纳入工作总体布局和重要议事日程袁 关心

重视政协队伍建设袁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

带头参加政协重要会议活动尧 推进政协民

主协商尧广交党外朋友遥 各级政协党组要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

设袁建设政协系统良好政治生态遥 各级各部

门要加强同政协组织的联系配合袁 提供保

障支持袁 形成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合力遥
储祥好主持时强调袁 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深化思想认识袁 认真学习贯彻此次会议

精神袁努力在全市形成重视政协工作尧支持

政协工作的良好氛围遥 要突出工作重点袁主
动对标对表袁强化工作举措袁确保各项部署

要求落实落地遥 要强化组织领导袁健全工作

机制袁压实工作责任袁凝聚工作合力袁奋力

开创新时代运城政协工作新局面遥
会上袁万荣县尧市教育局尧芮城县政协尧

垣曲县长直乡主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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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强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

丁小强在市委政协工作会议上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