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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雁平到我县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1 月 12 日，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邓雁平到我县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县委
政府副县长
副书记、
县长薛玉马，
县委常委、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开展情况，

疫情防控工作，
千方百计巩固来之不易的防

导群众缓办红事、
简办白事，
农村集会管理，

董宏运，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海龙等陪

并对基层一线干部坚守岗位、辛勤付出表示

着力提升精准防控水平，同时要加强宣传、

同。

问候。

学校、
控战果。要坚持精准施策，紧盯医院、
超市、
农贸市场、
快递服务等重点场所，要健

心，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市及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详细了解疫情检
物资配备和防控新
测、
防控措施、值班安排、

想之弦，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始终保持战时
状态，
科学精准抓好冬春季特别是春节期间

邓雁平一行实地查看了我县冷口乡卫
县实验一小、
县人民医院、
古绛
生院隔离点、

邓雁平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有效救治
全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精准管控、

春节临近，输入风险和防控压力不断增大。

等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坚持问题导

古绛镇乔村、
波音大酒店、
超
镇疫情指挥部、

要切实扛起疫情防控重大政治责任，
绷紧思

向，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措施、查缺补漏，

扎紧筑牢群防群控
加强防控工作督导检查，
引
的稳固防线。要做好重点人群信息登记，

科学引导，
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社会信
随后，
邓雁平一行还到我县城西生态公
园进行了参观。

李宁芳

县委举行 2020 年度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会和基层党建工作集中观摩
本报讯 1 月 12 日至 13 日，县委举行
2020 年度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
职评议会和基层党建工作集中观摩，活动认
真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组织路线，
省委十一届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十一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抓基
在深入总结
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精神，
2020 年解决“人、治、物、效”等方面工作成
效和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目标、理清
思路、抓实举措，全力推动基层党建各项工
作推陈出新、提质增效，为绛县高质量转型
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县委书记王宏伟主
荣
持述职会议并带队观摩。薛玉马、丁格、
亿、孙晓、李鹏奇、解伟龙、葛凯、孙飞、董宏
运、
程海龙、
薛云涛、
孙国强等先后参加会议
或观摩。
市委组织部组织四科科长郑朝辉到会
指导并讲话。
会上，
郝庄乡、
冷口乡、横水镇、古绛镇、
大
陈村镇、
卫庄镇、
磨里镇、
安峪镇、南樊镇、
交镇党委书记、县直工委、县教育工委书记
为高
二、
突出党建引领，坚持创新推动，
党的建设，着重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
依次进行大会述职；县卫健局党总支书记、 力、组织覆盖力、先锋带动力、群众凝聚力、 质量转型发展提供组织保证
县委非公和社会组织工委书记等作书面述
王宏伟要求，
各基层党组织书记要进一
支撑保障力，
实现政治功能、
组织体系、队伍
职。与会人员对述职进行了现场测评。
引领各
步推进基层党建创新，在解决农村党组织
素质、
服务功能、
保障能力全面进步，
郑朝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组织部，对我
“造血”功能、城市基层治理能力、机关党建
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县 2020 年基层党建工作的做法和取得的成
党组织有效覆盖等方面持续用
树牢政治意识，
把准
提质、
“两新”
一、
强化政治引领，
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从围
力，
研机析理、靶向施策，
用改革创新精神破
基层党建工作的政治方向
绕中心抓党建、创新特色抓党建、强化队伍
解难题。要抓好党建工作融合，不断推动基
王宏伟要求，
全县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
抓党建和压实责任抓党建提出了针对性和
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 层党建更好地融入中心大局、融入重大改
实扛牢管党治党责任，
指导性的意见建议。
革、
融入工作业务，
有效打通贯彻落实的“最
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第一要务；坚持把理论
王宏伟逐一点评了各单位的述职，对全
后一公里”
。要强化问题导向，
推动党建工作
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把政治能力作为最
县 2020 年基层党建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予
创新，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做到创先争
高标准；要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以充分肯定，
并指出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和
、坚定
优、示范提升。要提高党员发展质量，按照
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
不足。
“四个自信”
、
做到“两个维护”
。时刻保持政 “2021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将近翻番”的
就抓好今年基层党建工作，王宏伟强
要求，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注重把各
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做到在重大问题和
调，2021 年是“十四五”和全面建设社会主
关键环节上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自觉， 方面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吸收到党员队伍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局之年，
是中国共产
中，
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要不断聚力乡
坚持政治立场不移，
确保政治方向不偏。要
党成立 100 周年，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意义重
村振兴，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选
知责于心、
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敢于直面问
大。全县各级党组织书记要紧紧围绕省委
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提前谋划开展
题，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
真正做到履职
“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市委
忠诚担当。
村“两委”换届工作，做到攻坚克难、夯基固
尽责、
“三个强市、三大高地”目标任务，全面抓好

本。要健全完善制度体系，
探索建立党建引
领网格化治理模式，
探索实行党员志愿服务
常态化，健全社区大党委共建共治共享机
制，
做到强化落实，
巩固规范。要加强党务干
部队伍建设，
加大专职党务干部培养选拔力
度，分领域开展党支部书记“比学习、比贡
献、争先进”大比武活动，做到业务精通、担
当作为。
三、
强化执行能力，狠抓工作落实，持续
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为政之要，贵在落实；落实
王宏伟强调，
之要，
重在执行。各党（工）委、
各基层党组织
书记要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出
发，思想上务必高度重视，部署上务必务实
有效，
推进上务必大胆创新，切实增强
“一分
部署、九分落实”的本领，发扬久久为功的
“钉钉子”精神，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
海，
积细微之功成党的建设的固本之业。各
把创
党（工）委要拿出敢闯敢试敢干的勇气，
每
新的要求贯穿基层党建工作每一个环节、
一个步骤。各乡镇党委要紧紧围绕党建引领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
层治理、
项目建设等，
总结提炼特色做法，培
把党
育创建党建品牌。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建职责任务与全县转型发展大局结合起来，
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不断推
动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升级、全面过
硬，在新发展格局中迈好第一步，以优异成
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会前，
由王宏伟、
丁格先后带队，利用一
天半的时间，深入全县乡镇、农村、机关、社
区、学校、企业、园区等 7 个领域 26 个基层
党组织进行了观摩调研。
县法检“两院”
、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
志，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党（工）
委书记、组织委员，部分县直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
部分基层“两代表一委员”
及党员干部
群众代表参加相关活动。

王宏伟就县域文物保护及文旅开发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本报讯 1 月 14 日，县委书记王宏伟
就县域文物保护及文旅开发情况进行专题
县
调研。县委副书记、
横水镇党委书记荣亿，
委常委、
宣传部长解伟龙先后陪同。
调研中，
王宏伟先后来到建设中的横水
镇柳庄村村史馆、
古绛镇尧寓村尧王故里展
详细了解
馆、
晋都公园、
晋文公展览馆等地，
仔细查看各类佐证文物
文物保护开发情况，
和史料文献。
王宏伟要求，
要按照省委书记楼阳生和
市委书记丁小强的指示要求，深挖我县尧、
以打造尧王故里展馆和
晋文化的资源优势，
晋文公博物馆为抓手，统筹做好县域内国
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综合开发，做到高
起点设计、
高标准建设。要始终把保护放在

做好修复文章，
严打
第一位，
完善安保措施，
文物犯罪，对失职渎职行为严肃问责，切实
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管理好、守护好。
一
要创新文物展示方式，打造一名人一馆、
典故一馆，讲好历史故事，努力让我们绛县
的文物活起来、
旅游热起来。
王宏伟强调，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作
责任重大，
为，
建设文化旅游强县机遇难得、
全县上下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编制规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十四五”
省委、市委关于推进文化
划，
深入贯彻中央、
和旅游发展的决策部署，抢抓机遇，主动作
为，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文化
旅游强县建设，带动一方经济发展，造福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方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