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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1 月 14 日，县委副书

记、县长薛玉马主持召开县政府第 56
次常务会议，董宏运、王述江、毕冠军、

巩建明、马辉、王辨明等参加。

会议研究讨论并原则同意调整城

中村改造项目建设规模，办理绛县飞

龙花苑廉租房住房项目用地手续，《绛

县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

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

鸿运·嘉和府建设项目（紫金城小区对

面）设计方案，运城学院与绛县人民政

府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绛县深

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绛县 2020 年窄路拓宽工程实施

办法》及拟调整县城南部新区、北部片

区七宗地块等相关事宜。

就鸿运·嘉和府建设项目设计方

案，薛玉马强调，小区规划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结合绛县地域文化特

色，梳理所在街道建设格局，严控规划

色彩及建筑风格，整体规划要符合要

求，同时，要根据群众需求完善小区配
套设施及服务功能，

就运城学院与绛县人民政府签订

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薛玉马强调，要

全面深化与学校的对接合作，充分利

用运城学院的创新理念、先进科技、人

才资源等优势，为我县企业搞好技术

服务，带动更多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攻

关关键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

竞争力。

就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薛玉马强调，要夯实县级

政府主体责任，落实乡村两级责任，强

化养护资金保障和使用监督管理，分

类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改

革，提高养护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率。

就拟调整县城南部新区、北部片

区七宗地块相关事宜，薛玉马指出，国

土空间规划意义重大，是引领我县今

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要高质量、

前瞻性地做好规划，科学化引领、适应

和匹配今后的项目发展，各相关部门

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齐心协力做好

规划编制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

薛玉马主持召开县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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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9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薛玉

马先后主持召开各乡镇和社区、驻绛厂矿企业疫

情防控工作会议，听取各地疫情防控相关措施落

实情况，协调解决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做

好下步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县上及开发区领

导董宏运、毕冠军、王学军、张瑞士等先后参加会

议。

薛玉马指出，随着河北石家庄、邢台等疫情

重点区域来(返)绛人员增多，我县防输入、防风

险压力持续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

门要全面进入战时状态，把问题想得严重一些，

把措施定得周密一些，决不能掉以轻心，充分做

好打大仗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要讲究

方式方法，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查人落地，对中高

风险地区来(返)绛人员，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要集

中力量加快信息筛查和推送，各乡镇、社区、驻绛

厂矿企业要迅速追踪排查、摸清底数，精准掌握

人员流动信息，确保无一人遗漏，为后续工作争

取时间、赢得主动。要坚持立查立测，全县“一盘

棋”，对查实的所有中高风险地区来(返)绛人员

就地集中隔离、开展核酸检测，其他关联地区及

有相关行动轨迹的人员实行居家自我健康监测，

不得随意走动和参加聚集性活动。各进绛公路检

查站要严防死守，对来自重点地区非绛人员一律

劝返、本地人员密切跟踪管控，确保全流程闭环

管理，对相物品采取消杀等防疫措施，守紧疫情

防控关口。要从严做好医疗机构、校园、商场超

市、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农贸市场、交通场站等

重点场所防控，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消除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未雨绸缪，进一

步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加大隔离场所和防疫物资

储备力度，做到有备而战。要加强机关、企业、社

区、农村疫情防控工作，广泛动员群众，构建群防

群控、联防联控工作格局。

薛玉马强调，要全面落实县级领导包联措

施，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到所包联乡镇、社区和

驻绛厂矿企业督办防控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实

落细。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要发挥好统筹协

调作用，细化实化省、市、县重大要求，逐条逐项

分解任务到部门，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加强对

各地疫情防控工作的督导，及时掌握情况，综合

研判形势，做到反应迅速、应对高效，时刻筑牢我

县疫情防控安全线。

当天，薛玉马还专程看望了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联合办公室值班值守人员，勉励大家要坚定信

心，不辱使命，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科学精准，

加快各类信息筛查和推送工作，为指挥部及时决

策提供依据，为筑牢绛县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贡

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 1 月 11 日，县委书记王

宏伟主持召开十四届县委第 158 次常

委(扩大)会。薛玉马、丁格、荣亿、李鹏

奇、孙晓、解伟龙、葛凯、孙飞、董宏运、

程海龙、薛云涛等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新年致辞；传达学习了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和省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精神; 传达

学习了市委 2020 年党建工作述职会

精神；研究了选调生到村任职县级领
导结对帮带事宜；听取了我县十四五

规划《建议》；研究了我县 2020 年度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退出事宜。

王宏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新

年贺词真诚质朴、饱含深情、催人奋

进，全面总结了一年来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科学分析了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是指导我们做好全

年工作、决胜全面小康的行动指南和

根本遵循。全县各级党员干部要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精神同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与省委、市委

一系列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绛县发

展实际结合起来，牢记初心和使命，坚

定不移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全面

深化改革、生态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等方面再下功夫，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圆满收官。王宏伟强调，当前

各项工作非常繁重，十四五需要高点

开局、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转型发展压

力巨大、春节来临社会稳定责任重大。

全县各级各部门都不能有丝毫松劲思

想、麻痹情绪、大意心态。特别是县级

领导，一定要优化作风、严以律已、全

力以赴、抓实工作、光挥表率。

一是思想上决不能松懈。要发扬

孺子牛精神、拓荒牛精神、老黄牛精

神，激扬风雨无阻向前进的豪情，凝聚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力量，在新的一年

披荆斩棘、开拓创新、坚毅前行。

二是行动上要做好表率。广大党

员干部一定要拿出崭新的思想、崭新

的能力、崭新的作风、崭新的作为。用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工作，积

极适应新时代、主动迎接新时代。既要

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增强学习本

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

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

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

要切实树立起忠诚担当的新作为、实

干苦干的新作为、敢为人先的新作为、

干事创业的新作为、开拓进取的新作

为，以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扎实努力

的拼搏意志和无愧于时代的工作业

绩，赢得组织认可，换取群众支持。

三是工作上一定要抓实。要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落实责任、把紧关口、

做好排查、防止输入、管控聚集、减少

流动，绝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要把民

生保障做扎实、把群众生活搞温暖，让

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

节。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积极谋

划项目、对接项目、争取项目。要谋划

好“三个一批”活动，加快推动重大项

目建设，努力争取“开门红”，为全年开

好局、起好步打下扎实基础。要高点推

进工业崛起。腾笼换鸟，处置僵尸企

业。直道冲刺，强化技术改造。弯道超

车，开发新产品。换道领跑，壮大“六

新”产业。要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全力谋划好新定位、新举措、新路

径，打造绛县发展的农业新格局、工业

新格局、文化新格局、民生新格局，用

我们各级干部的扎实努力，给绛县广

大人民群众换一个崭新的未来。

十四届县委第 次常委 扩大 会议召开

本报讯 1 月 15 日，我县举行 2021 年

第一批重点项目暨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
坡底育肥场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县委书记王

宏伟，县委副书记、县长薛玉马，县委副书

记、横水镇党委书记荣亿，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孙晓，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薛云涛，政府副

县长毕冠军、马辉等出席开工仪式。

仪式上，绛县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山

西片区筹建总经理刘海泉介绍了项目情况。

薛玉马在致辞中代表县委、县政府，对首批

重点项目顺利开工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奋

战在项目一线的投资者、建设者及关心、支

持项目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薛玉马指出，2021 年我县第一批重点项

目暨东方希望畜牧公司坡底育肥场项目集

中开工，这是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
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用好市委“五抓一

优一促”经济工作总抓手，在新征程中迈好

第一步、见到新气象的实际行动和务实举

措，进一步释放了“转型为纲”的强烈信号，

树立了“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

薛玉马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以更大

决心、更足干劲、更硬举措，进一步加强保

障，对投产项目全过程全方位服务，推动产

能尽快释放；加强协调，简化办事流程，强化

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开足马力使在建

项目早日竣工；加强前期，注重协同配合，实

行项目周期管理，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要

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开展“四比

四看”活动，比谋划储备、看项目质量，比招

商引资、看签约落地，比开工建设、看工程进

度，比服务水平、看满意指数。要进一步开展

项目推进情况大起底活动，全面查找项目建

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打通堵点、

破除难点，力争“十四五”开局之年项目建设

取得新突破。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 10 个，

总投资为 26.95 亿元，项目涵盖了工业转型
升级、农业产业发展、新材料、节能环保、生

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分别是：总投资 20 亿元

的绛县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坡底育肥场

建设项目；总投资 2.92 亿元的山西裴氏医
药康养有限公司医养健康产业园项目；总投

资 1.55 亿元的山西安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万吨 / 年废水治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总投资 0.8 亿元的山西立力同和环保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6 万吨复合脱氧剂

项目；总投资 0.5 亿元的山西汇元新型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平方米铝模板项
目；总投资 0.45 亿元的绛县明山香果树种

植专业合作社新建钢架樱桃大棚建设项目；

总投资 0.34 亿元的山西绛柏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400 亩樱桃大棚建设项目；总投资 0.2

亿元的运城众联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钢结构工程项目；总投资 0.13 亿元

的绛县明辉新型高钙灰厂高钙石灰生产线
提标改造项目；总投资 0.06 亿元的绛县飞

龙高钙厂 10 万吨 / 年高钙石灰制品生产技

改项目。

上午 10 时许，县委书记王宏伟宣布项

目开工。

开工仪式由毕冠军主持。

我县2021年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