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12 月

15
农历十一月初三
星期六

FENG   XIAN   ZHOU   KAN    第 137 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宣党政方针    传群众心声    倡文明新风
欲知更多凤县新闻，敬请登录凤县新闻网 http://www.fengxiannews.com

山村宣讲十八大精神 展望新农村美好明天

本报讯  连日来，不断有群众电话咨询“2012 感动凤县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并送来候选人推荐材料，候选人数量

不断增加。

自“2012 感动凤县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县文

明委先后召开安排协调会议，各镇、各部门积极配合，各界

群众热烈参与候选人推荐活动，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荐自己

心中“感动凤县”的人物，各人民团体及其他组织也积极参与，

推荐了大量平凡岗位和日常生活中涌现出的感动人物。

目前，“2012 感动凤县年度人物”候选人推选活动仍在

进行中，各机关单位、社区，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均可推

荐人选，也可毛遂自荐。推选候选人请附 200 字左右的事迹

简介和 1000 字以内的事迹材料，报县外宣办。（联系人：何鹏，

联系电话：4762717，电子邮箱：fxzbbjb@126.com）

本 报 讯  12 月 12 至 13 日，

省委宣传部组织陕西广播电视台、

《陕西日报》《当代陕西》《三秦都

市报》《华商报》等 12 家媒体记者

组成的“十八大精神在三秦”大型

主题采访团一行聚焦七彩凤县，实

地感受了党的十八大给我县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的新气象和新变化。

采访团一行冒着低温严寒，先

后深入嘉陵江国家湿地公园、凤州

镇幼儿园、省道 212 凤县县城过境

段改线工程施工现场和古羌文化旅

游产业示范区，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循环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等重点工

作进行了采访。

13 日上午，在“十八大精神

在三秦”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座谈会，

县长郑维国向采访团介绍了我县

2012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学习

贯彻十八大精神情况。郑维国指出，

今年以来，凤县紧紧围绕全面建设

“幸福凤县”战略目标，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着

力抓好工业转型升级、旅游体系建设、特色

农业发展、城乡互动融合、社保民生提升、

社会管理创新六大重点工作，全力以赴调结

构、促转型、保增长、惠民生，经济社会继

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党的十八大召开以

来，凤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提前部署、

精心组织，认真学习十八大报告精神；统筹

安排、创新载体，深入贯彻宣传十八大精神；

结合实际、抓住重点，以十八大精神引领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随后，采访团记者就秦岭花谷建设、公

办幼儿园乡镇全覆盖等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

联系对接。活动结束时，采访团记者纷纷表

示，将根据各自媒体的定位做好相关报道工

作，体现我县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取得的新

成效。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宏斌参加了整

个采访活动。                    （何鹏）

本报讯  12 月 12 日清晨，在红花铺镇

草凉驿村社区服务大厅，县委书记张乃卫

与当地 20 多名党员、群众一起，围坐在熊

熊燃烧的炉火旁共同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来一是看望大

家，二是想听听大家对今后工作的想法和打

算，了解你们有那些困难和问题，三是给大

家说说十八大精神。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想

说什么就说什么。”简单的开场白后，张乃

卫就进入了“主题”，专注讲“党课”。他说：

“学习领会和贯彻十八大精神，概括起来，

就是紧扣一个主题，明确两个目标，创新三

项举措，抓住四个方面，坚持五位一体，落

实六项任务，推进七个创新，践行八项要求。”

张乃卫的宣讲没有照本宣科，不论是讲大会

盛况，还是谈报告内容、党章的修改，即便

是讲大会主题都充分结合凤县实际，深入浅

出，用干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用事实、数

字，用群众身边的典型来讲解诠释，通过生

动活泼的宣讲，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到祖国的

强盛、当地的发展、生活的美好。

看到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架子，略显拘

谨的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现场气氛

轻松活跃，争先恐后积极发言，屋里不时

发出阵阵欢笑声、鼓掌声。草凉驿村党支

部副书记刘善忠第一个向正在宣讲的张乃

卫发问，山林是山里人民的绿色银行，林

权改革后，它没有给山里人带来多少利益，

带来的只是负担和责任，政府如何看待这

个问题，又如何平衡这个问题？

张乃卫笑了笑，讲到：“党的十八大报

告把生态建设提到了与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开始谋篇布局

‘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生

态建设’就是咱山区群众收入翻番的‘法

宝’。县上正在打造秦岭花谷，就是要让

我们的山水、家园绿起来，美起来，给我

们带来给多的外地游客，让大家发展农家

乐，让我们的农副产品变成旅游商品，让

大家再多一条致富的门路。”他还告诉乡亲

们，在刚刚胜利闭幕的十八大上，“美丽中

国”首次写入了报告，县上也提出了建设

“美丽凤县”的号召。“咱还是先建设好‘美

丽草凉驿’吧，等‘美丽草凉驿’建好了，

咱老百姓的日子也就离小康不远了。”

听了张书记的话，村上的养猪大户刘英

丹此时也按耐不住了，他说，十八大报告提

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收入

要翻番。可是我们农民在发展产业过程中，

资金短缺，如何才能破解这一难题更快的增

收致富呢？张乃卫说，这个问题不要怕，政

府会通过小额贴息贷款的发放尽力扶助大

家。当然，咱们的产业要做大做强，也要学

会包装，争取招商引资，或者通过资金、产

业、技术入股的形式来破解难题。

宣讲结束后，张乃卫来到草凉驿核桃

示范园，见村民们正忙于种植核桃树苗，

随即走进地头，跟村民拉起了家常： “生活

过的咋样？有什么困难没有？”村民杨春

霞高兴地说：“没有啥困难，镇村干部帮我

们都解决了”。张乃卫还语重心长的叮嘱在

场的农村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好十八大精

神，进一步发挥好党员致富模范带头作用，

推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让农民口袋鼓起

来，山绿起来，脑袋灵起来，社会好起来，

人民幸福起来。　

十八大闭幕后，我县全面安排十八大

的宣传宣讲活动，目前全县举办宣讲 60 多

场次，聆听党员干部 11000 多人次，使党

的十八大精神和建设“幸福凤县”的发展

蓝图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刘涛 何鹏）

本报讯  近日，我县召

开2012年部分镇及县级部门

党政主要领导向县纪委全委

会述廉述效大会，市纪委常

委姚文亚，县人大主任张明

海，县委副书记、县长郑维国，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传

中，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魏莉，县政协副主席纪建国

出席会议。会议由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曹乃生主持。

会上，问起奋、白强、

陈世科、白军林、王长海、

张明孝、黄双霞七名述廉

述效对象向纪委全委会做述

职述廉汇报，县纪委委员对

述廉述效对象进行了民主测

评，并现场宣布测评结果。

姚文亚对凤县廉政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提出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

新形势下，在全年工作最后

冲刺的关键时期，开展述廉

述效活动，有利于进一步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形成干部

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的良好环境。各领导干部要

认真总结凤县在党风廉政建

设方面的成功经验，进一步

打造亮点、彰显特色；坚持

不懈地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

设，发挥制度治本功能；全

面完成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

务，保持齐抓共管、齐头并

进的良好局面。

郑维国强调，各镇、各部门领导干

部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切实增强反

腐倡廉建设的责任感，要严格要求自己，

严于律己，秉公用权，为广大干部群众

当好廉政工作的“风向标”和“指挥棒”，

要求实效、出成效，抓住关键节点，全

力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本次开展党政“一

把手”向县纪委全委会述廉述效活动，

对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推动全县各项

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全县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以这次述廉

述效活动为契机，严格自律，廉洁从政，

圆满超额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县纪委委员，各镇党委书记、镇长、

纪委书记，县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纪

委书记（纪检组长），述廉对象所在单位

班子成员、干部代表，述廉对象所在单位、

系统的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县纪委监察局全体机关干部共 180 人参

加会议。                    （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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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凤县人物”评选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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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12 月 12 日，我县农产品进社区活
动在县城杨家坪小区正式启动。

嘉陵绿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等三家企业每周一、三、五将定时定点在

我县各大社区、居民小区直销优质农产品，
实现农产品不再经过菜市场、超市等流通
环节便可直达消费者家庭，以此来缓解农
产品市场长期以来“农民卖难，市民贵买，
消费者买卖不放心”的矛盾。         （刘鸿）

本 报 讯  12 月 13

日，30 万吨过磷酸钙项

目 3000 平米的库房内

外一片忙碌，装载工人刚装满一车的肥料，

从厂门口又驶进 5 辆西安、四川等远道而

来的承载量达 40 多吨位的大货车。一位

装载工人告诉记者，自 8 月份以来，生意

特别好。据悉，该项目是由宝鸡丰禾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1 亿元建设，从今年元

月份破土开工，短短 6 个月后，高标准生

产线已经投入试运行。

在丰禾化工生产线上，总经理林维清

指着从包装机上有序涌出的一袋袋肥料，

感慨地对记者说：“如今，公司能有这么

好的效益，多亏了县上一路绿灯，无微不

至的保姆式服务，一管到底的责任心，让

企业快速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据了解，自该项目落地我县伊始，在

项目审批、土地管理、水电配套等诸多方

面县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且在厂房建设、

机器安装、技术创新等问题，政企同心，

逐个破解。6月份，该企业进入试生产阶段，

日产能达到 1000 吨以上，但产能与销售极

不平衡，产品积压如山。得知这一困境后，

县委书记张乃卫亲自挂帅，帮助企业解决

外销、运输等诸多难题。

7月初，来自甘肃、河北、

新疆等 13 个省市的 52

家企业 140 多位客商齐聚我县，参加丰禾

化工产品推介会，四大班子领导全程参加，

与众多客商拉家常、谈市场，打消客商疑

虑，当场磷肥成交量达 18 万吨，并且预

定出企业 8 个月的产能。

目前，丰禾公司已经拥有了西安金谷

农资等 90家连锁网点和青海等 600个网点

营销渠道，年产值达 1.6 亿元，实现利税

1200 万元，提供就业岗位近 300 人。县委、

县政府“保姆式”的服务助推了丰禾化工

展翅腾飞。                   （秋夏成）

“保姆式”服务暖到企业的心坎上

质优价廉农产品直销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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