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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速通告
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现对我县境内 212 省道全程测速通告如下：

一、 区 间 测 速 : 从 212 省道 144KM+625M 处开始至

207KM+350M 处，总里程 63.3KM，全程限速 60 公里 /小时，

行驶时间不得少于 64 分钟。

二、定点测速
1、秦岭坡道弯道处限速 40 公里 /小时。

2、红花铺事故多发段处限速 40 公里 /小时。

3、草凉驿、凤州、西庄处限速 60 公里 /小时。

三、处罚 : 超限速在 20% 以下的处罚 100 元罚款，记 3

分；超限速 20% 以上处罚 100 元罚款，记 6 分；超限速 50%

以上处罚 200 元罚款，记 12 分。

                                               凤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二零一三年元月十日

本报讯  1 月 8 日上午，凤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县长郑维国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

作 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 2012 年全县预计完成生产总值 110 亿元，同比增

长 20%；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3.8 亿元，同口径增长 20%；完成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0 亿元，同比增长 32%；农民人均纯收入和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分别达到 9000 元和 26895 元，分别

增长 18.5%和 15%，实现了新班子履新第一年的良好开局。

报告指出，2013 年政府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 以党的十八大精

神为指导，贯彻落实五大战略，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

主线，以六项活动为载体，推动六大转型升级（旅游转型、工业转型、

农业转型、建设转型、社会转型、民生转型），建设“六类特色凤县”

（精彩凤县、富裕凤县、休闲凤县、美丽凤县、平安凤县、民生凤县），

为加快实现幸福凤县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月 9 日，在第二次全体大会上，会议听取了《关于凤县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凤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凤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1 月 10 日，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会议要求，2013 年要高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加快发展为主题，

实施“五大战略”、建设“六类特色凤县”，坚持开展“旅游质量提升年、

新型工业招商年、农业园区突破年、城镇化提速年、发展环境优化

年和民生社保提质年”活动，着力推动旅游三产转型升级，工业产

业优化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城乡建设转型优化，社会管理改

革创新，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幸福凤县建设的宏伟目标。

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要在中共凤县县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加快

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扎

实的作风，团结一心，乘势而上，创新奋进，顽强拼博，为加快实

现幸福凤县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田俊雅 秋夏成）

本报讯  新年伊始，我县招

商引资工作又传喜讯，元月 9日，

县人民政府与河北宏润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成功签约 30 万千瓦风

电开发项目，协议引资 30 亿元，

实现了我县招商引资工作的“开

门红”。

河北宏润重工在国内大口径

厚壁无缝钢管、压力容器、风电

塔筒等产品研发制造领域具有雄

厚的技术和资金实力，近年来，

该公司不断加大在新型能源开发

利用领域的投资。签约时，该公

司董事长刘春海动情地说：“今

天之所以能够签约，是我通过对

凤县风力资源的实地考察，感觉

到凤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非常

适合发展风电项目，经过与凤县

领导干部的接触，是凤县人激情

干事的精神劲头、凤县干部快捷

高效、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政

府职能部门贴心的服务和亲商重

商的投资环境深深打动了我。”

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把

招商引资作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的“一号工程”，围绕“生态立

县”战略做文章，在发展生态旅

游、环保工业、新型材料、新能

源等领域着力招大商、引大资，

长期坚持把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扶持

的产业化项目作为招商引资的导向，严把

项目储备关、引进关和建设关，从注重“数

量”向注重“质量”转变，县财政每年安

排 5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招商引资宣传

推介、项目包装、规划可研等工作。在优

化投资环境方面，从项目洽谈、签约到落地、

建设、投产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确保专

人负责，认真落实优质服务“零距离”、环

境保障“零干扰”、落实政策“零折扣”要

求，对投资上亿元的项目，实施“五个一”

环境保障工作机制，使全县投资环境得到

了进一步优化。 

据统计，仅 2012 年，我县便有龙源

风电等 7 个环保型项目开工建设，并先后

与浙江运达风电、福建内外矿业签订总投

资达 40 亿元的生态产业化项目。本次签约

项目实施后，我县的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

到 60 万千瓦，这标志着凤县在全力开发新

能源，走生态发展之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也是该县全面启动新型工业招商年、深入

开展投资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以来取得

的首个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  田俊雅）

本报讯  政协凤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1 月 6 日

至 9 日胜利召开。在 4 天时间里，委员们围绕建设幸福凤县的

宏伟目标，积极建言献策，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的职能。

会议审议并通过的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从五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十一届政协及其常委会一年来的工作，

并对十一届政协 2013 年的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报告说，一年来，政协凤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坚持团结、民

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实施“五大战略”和“三个率先”总体

目标，团结和动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及各界人士，认真履行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促进共享共富，全面建设

幸福凤县做出了积极贡献。

报告指出，在新的一年里，县政协及其常委会工作的指导

思想和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中共十八大、中央经济工作和县委十四届三次全委（扩大）

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三个率先”目标，实施“五大战略”，“三

大创建”及推进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创业创新等开展工作，

重点就教育工作、工业发展、社会管理创新、卫生体制改革等

问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

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为

全面建设幸福凤县做出新的贡献。

在四天的会议中，委员们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十一届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第十一届二次会议提案工作情况报

告的决议、政协凤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

还就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和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协商讨论，共收到涉及城市建设管理、

环境保护、教科文卫等四个方面的委员提案65件，经审查合并整

理为56件，立案54件，建议案2件，立案率96%。（王海 刘鸿）

凤县第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政协凤县第十一届二次会议隆重召开

在新年的祝福声中，令人瞩目的凤县
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凤县十一届
二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
闭幕了。我们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表示热
烈的祝贺！

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
会。 会 议 全 面 总 结 了 过 去 一 年 的 工 作，
同时提出了 2013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站
在新的起点，全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肩负着全县人民的重托，以饱满的政治
热情和强烈的发展愿望，紧紧围绕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
献策，共商发展大计。这是一次民主团结、
求真务实的大会，必将对进一步团结和
动员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站在新起点，必须以旅游质量提升年
活动为抓手，推动旅游三产转型升级，建
设精彩凤县；必须以新型工业招商年活动
为抓手，推动工业产业优化升级，建设富
裕凤县；必须以农业园区突破年活动为抓
手，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建设休闲凤县。

站在新起点，必须以城镇化提速年活
动为抓手，推进城乡建设转型优化，建设

美丽凤县；必须以发展环境优化年活动为
抓手，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建设平安
凤县；必须以民生社保提质年活动为抓手，
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民生凤县。

站在新起点，必须进一步开拓创新、
真抓实干，将务实的精神、求实的态度、
踏实的作风、切实的行动贯穿到各个领域、
各个环节的工作中去，要突出重点、狠抓
难点，对影响全局、事关根本的重点工作
紧盯不放、强势推进，对影响经济社会发

展的突出问题知难而进、勇于创新，对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问题，善于探索、
认真解决。

立足新起点，明确新目标，我们更要
把发展之弦绷得更紧，把发展举措谋得更
周，把发展成果创得更大。开动脑子，甩
开膀子，迈开步子，在发展中求进，在发
展中求活，发展中求变，取他人之精，创
自己之新，想别人所未想，干别人所未干，
先人一步夺取新的更大的成果。

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
更需快马加鞭。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
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谋划未来，以更加昂扬
的斗志迎接挑战，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推进
发展，开拓创新，激流勇进，为建设幸福
凤县而努力奋斗！

立足新起点 开启新征程
——热烈祝贺“两会”胜利闭幕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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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晚，县体育馆内张灯结彩，歌舞飞扬。当晚适逢
2013 年凤县“两会”召开期间，为期三天的凤县学习宣传党的
十八大精神文艺汇演也正式拉开帷幕，“两会”代表和全县社会
各界群众共同观看了文艺演出。

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县以多种形式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
全县各乡镇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群团组织共有 65 个单位的
73 个节目参加了节目预审，最终确定出 45 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节
目参加文艺汇演。

当晚，《祖国你好》、《中国报告》、《再唱山歌给党听》、《岭
南欢庆腰鼓》等歌舞、诗朗诵赢得了在场代表、委员及各界群众
的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王海）

舞台倡新风 宣传十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