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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5 日，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孙晓以普通代
表身份参加安峪镇

人大代表联络站和

代表小组活动。县人

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委主任杜永岗、安

峪镇人大代表联络

点负责人、部分县、

镇人大代表参加。

在安峪镇人大代表联络

站，孙晓与代表们重温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工作的

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对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

示精神，集中学习了《绛县人

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学

习贯彻 <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

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

作和建设若干意见 > 的通
知》、县人大常委会厉行勤俭

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倡议书等

内容，并召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

发展生产、农民增收、联系选

民、服务群众等方面，提出意

见和建议。孙晓一边仔细聆

听代表们反映的情况，一边

认真地记录，不时与代表交

谈探讨，并对代表反映的问

题给予了回应。之后，孙晓就

代表联络站（点）建设和运行

情况，如何增加农村收入、解

决好群众“钱袋子”，建设好

镇村基础设施，增强软实力、

做好“三零”单位创建等工作

与代表们畅谈想法，交流经

验，谋划发展，进行了深入交

流。

就进一步推进代表联络

站（点）规范化运行，孙晓强

调，一是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解决好群众关注度

高、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
题。要通过联络站会议、接待

选民、走访群众等渠道，及时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紧盯代表

建议办理进度，不定期开展督

办督促，进一步提高代表建议

的解决率。二是要把代表小组

活动与代表联络站（点）的工

作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好各项

人大活动。要结合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组织开展人大代表视
察、调研活动，充分调动代表

履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

增加代表的履职动力。三是要

建立健全群众意见建议分级
处理、办理、反馈的常态化、长

效化的工作机制，完善好代表

联络点（点）各项制度。要认真

落实好联络站（点）每月集中

接待群众活动和日常接待群

众等制度，乡镇主干要带头接

待选民、带头向选民述职、带

头参加站点活动，真正使人大

代表联络站（点）成为党联系

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四是要

丰富活动载体、拓展功能，切

实把人大代表联络站（点）建

设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基地、代表依法履职的阵

地、联系群众的场地。要加强

代表日常培训，提升代表履职

能力，搭建代表履职平台，让

代表履职更规范、更高效。五

是要增强活动的有效性，服务

好经济社会发展。面对面听取

基层代表、群众的意见建议，

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主

动接受群众监督，更好地为群

众办实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全县克服疫情灾情影响确保脱贫攻坚
决战完胜会议召开

本报讯 9 月 17 日，我县召开全县克服

疫情灾情影响，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完胜会

议。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和全省克服疫情灾情
影响确保如期全面脱贫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对标决战完胜目标任务要求，要求全县上下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细化部署，对

我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再检点、再推进、再

督促，查缺补漏，补短强弱，决战 100 天，全

面完成总书记下达的军令状。县委书记王宏

伟，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丁格，县委副书

记、横水镇党委书记荣亿，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孙飞，县政府副县长马辉等参加会议。

会上，马辉从交好账的五个方面、增成

色的十一个方面和收好官的六方面对后四
个月全县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同时传达了《山西省 2020 年脱贫攻坚成

效考核基本思路和初步考虑》文件精神；孙

飞从强化党建引领、导向意识、履职尽责、落

实成效四方面安排强调了干部驻村帮扶工

作。

就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王宏伟指出；今年

是脱贫攻坚决战完胜、全面收官之年。脱贫攻

坚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没有任何退路和弹

性，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思想。全县上下

要继续保持定力、攻坚拔寨、不胜不休，坚决

做到不松懈、不麻痹、不侥幸，以“一级响应”

决战完胜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王宏伟强调：如期取得脱贫攻坚战的最

终胜利，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落实“精准”要求，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一个村一个村

去推进，坚决把贫困的山头攻下来。要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坚决落实教育扶贫政策，

提高慢性病服务水平，重点加强危房改造和

贫困群众饮水安全，要聚焦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消费扶贫，聚焦易地搬迁和防止返贫

机制建设，坚决杜绝“假脱贫”“被脱贫”“数

字脱贫”等现象，提升贫困群众的归属感和

满意度。

王宏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贫困

不除愧对历史”的使命感，“群众不富寝食

难安”的责任感，扑下身子“拔穷根”，精准

施策“脱真贫”，凝神聚力“真脱贫”，坚决打

赢这场输不起的攻坚战。

一是以严密的组织体系决战完胜脱贫

攻坚。各级各部门一把手必须亲自抓、亲自

过问，不能当座上观客，更不能当甩手掌

柜。帮扶单位、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班子

和帮扶责任人，要扎根贫困户家中，查穷

根、谋发展、定规划、摘穷帽，在精准帮扶中

争当表率，构建干群一体、合力攻坚的决战

局面，确保年底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

二是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决战完胜脱贫

攻坚。要以“细、实、深、融、帮、交”的优良作

风，扑下身子，大干一场。把工作做到老百姓

的心坎上，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带

领贫困群众一步步走向小康幸福路。

三是以严明的工作纪律决战完胜脱贫
攻坚。督导组、“两办”、组织人事、纪检监察

等部门要开展有针对性的督导检查，要立起

表彰激励这个“风向标”，使出追责问效这个

“杀手锏”，以超常举措提振精气神，以全方

位的问责追责促进脱贫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扶贫

副职、专干，贫困村第一书记，县脱贫攻坚干

部驻村帮扶工作督导组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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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玉马调研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
本报讯 9 月 17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薛玉马带领县农业农村、林业、果业等部门

负责人到横水、卫庄、南樊、大交调研美丽宜

居示范村建设。政府副县长马辉一同参加。

薛玉马一行先后到横水镇柳庄村、大交

镇北册村、么头村、临浍村等地，听取工作情

况汇报，实地查看文化休闲广场、污水管道

铺设、草莓示范园区等项目进展。并就南义

线(南樊南柳村一卫庄义沟桥)道路绿化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薛玉马指出，农村文化广场是广大农民

群众文化活动的主阵地，是美丽宜居示范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满足农村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调动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

性，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要合理利用资源，突出乡风

民俗，将文化广场打造成休闲娱乐的好去.
薛玉马强调，乡村建设，三分建，七分

管。要坚持“清拆改种建”五治并举，深化环

境综合整治，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

“修一条道路、绿一片土地、严管一条绿化

带”的原则，积极推进道路两旁绿化工作，建

设美丽乡村集中连片示范片区，以典型示

范，引领带动全县美丽乡村建设。

薛玉马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强化协作、密切配合，做

好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提升等工作。林业部

门要认真搞好规划，加快制定方案，推进县、

乡道路绿化建设、管护、提档升级。农业部门

在建设美丽宜居示范村的同时，要强化督

查，对历年确定的美丽宜居示范村管护情况

考核，以此促进工作体制健全、运行机制完

善，倒逼工作标准、工作质量提升，切实调动

各方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市信访局局长闫晓刚到我县调研
本报讯 9 月 17 日，市信访局局长闫晓刚一行

来我县调研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县委副书记、横水镇

党委书记荣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海龙先后陪

同。

闫晓刚一行先后到横水镇、中城社区、卫庄镇韩

庄村及县信访局等地，听取工作汇报，实地查看阵地

建设、信访干部队伍配备、矛盾纠纷化解、群众来信

来访等相关情况，详细了解我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

闫晓刚对我县信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信访

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信访工作的关键在基层源

头。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加强信访源头治理，

及时搜集民情民意，确保问题早发现、情况早掌握、

矛盾早化解，及时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化解矛盾

纠纷，推动案结事了，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街、矛盾不上交”，为绛县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

的信访环境。

程海龙表示，我县将严格按照调研组的要求，认

真梳理工作，精准落实责任，严格按照“三零”工作目

标，千方百计化解好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努力

提高工作水平、提升工作能力、提标工作效率，确保

我县信访工作目标任务实现。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王征林、县信访局局长王利华、县司法局局长朱利

民参加调研。

李京励

城关初中举行防空袭疏散演练活动
本报讯 9 月 18 日是

“九一八”事变爆发 89 周年

纪念日，为切实做好高科技

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防空袭应

急准备，保证有生力量，教育

师生“勿忘国耻、居安思危”，

城关初中组织开展了防空袭
疏散演练活动。县委常委、政

府常务副县长董宏运担任此

次疏散演练指挥长，县住建

局局长樊军民、县教科局局

长李海龙担任副指挥长。

上午十时整，预先防空

警报声响起，800 名同学按
照预设的撤离路线，快速有

序撤离到学校广场，队列严

整，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随着空袭警报、解除警报连

续发出信号，疏散———荫蔽———集合———返回教室，

防空袭疏散演练紧张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整个演练过程，师生配合默契，疏散路线明确，

全体学生安全、快速地从教学楼中撤离到安全地带

做到了忙而不乱，险而不惊，无一学生落下，无一处

安全事故发生。

此次活动，提高了学校战时应急组织指挥、师生

紧急疏散隐蔽和自救互救的综合能力。激励了学生

一定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努力提高自

身素质，争做知耻后勇的新时代学生，誓为中华民族

的繁荣昌盛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