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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县领导张乃卫、张明海、
张斌、张新科、王传中、胡佑宏等出
席我县首位全国人大代表周喜玲赴京
参会欢送仪式，为周喜玲送行。身为
凤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周喜玲代表表示，一定履职尽责，不
负重托，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把
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和丰硕
成果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凤县，
并把大会的精神带回来（刘鸿）

本报讯 2 月 16 日，在宝鸡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传来喜讯，

我县在 2012 年度全市目标责任考核中名列山区县第一，再次

荣获宝鸡市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县区殊荣。这是自2007年以来，

我县连续第 6年获得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县区称号。

2012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的维稳任务，

全县上下加压奋进、创新实干，成功创建为全国国土资源节

约集约模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省级生态

县、全省旅游示范县、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县和全省人口

计生综合改革示范县。全年完成生产总值 110.8 亿元、增长

21％；地方财政收入 3.81 亿元、同口径增长 20％；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110.8 亿元、增长 46％；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

到 27550 元和 9061 元，分别增长 17.8％和 18.9％，增速双

双位居全市第一。                      （彭岗利  朱亚婷）

本报讯  近日，县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印发《关于在全县开展向

骆建军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号召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骆建军同志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的英

雄壮举，勤学重实践，爱岗作模范

的崇高品质和热爱本职、恪尽职守

的敬业精神。

骆建军，1990 年 5 月出生于甘

肃临夏回族自治区康乐县。 2009 年

12 月入伍，生前系宝鸡市凤县公安

消防中队后勤班班长，下士警衔，

大功率水罐车驾驶员。在“2·2”

事故抢险救援途中，车辆发生意外

事故，他为保护随车战友生命安全，

英勇牺牲，年仅 23 岁。

2 月 2 日 14 时 27 分，县公安

消防中队接到“110”转警后立即

出警。15 时左右，骆建军驾驶的水

罐车行驶到 212 省道陇凤段 204km 

+320m 转弯下坡处，为避免撞上突

然横穿马路的骑车男孩，紧急制动

并向左调整车辆行进方向，避开了

男孩。为防止车辆冲下左边路基，

他随后又向右调整车辆方向，由于

此处路段积水结冰，导致水罐车在

转弯后失控，撞上路基外一棵大树。

在车辆撞上大树的一瞬间，骆建军

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副中队长来斌

斌推向另一边，但骆建军自己却未

能躲开，头部被树枝猛烈撞击，当

场昏迷。事故发生后，车上战士迅

速将骆建军、来斌斌送往凤县医院

进行抢救…… 15 时 25 分左右，骆

建军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来斌

斌伤势轻微，为左小腿肌肉损伤。

2 月 6 日，公安部正式批准骆

建军同志为烈士，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

并为其家属发放抚恤补助金 2 万元。《陕西日

报》、《华商报》、《宝鸡日报》等媒体对骆建

军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

公安部和省、市各级领导先后要求大力

宣传表彰骆建军的英雄事迹。县文明委号召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骆建军同志与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

思想纪律作风整顿活动结合起来，与全力建

设幸福凤县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

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为建设和谐、平安、幸福凤县贡献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                       （刘鸿）

本报讯  2 月 25 日， 县委

书记张乃卫主持召开县委中心组

学习会，会上学习了习总书记在

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

话全文。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

部要深刻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坚

决遵守并维护好《党章》；各级

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一岗双

责”，替群众谋利益，要做廉洁

自律、真抓实干的表率，为全县

的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坚强后

盾。

会上，全体与会人员围绕习

总书记的讲话展开热议。大家一

致认为，习总书记强调的“反腐

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决不允许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

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从严治党，务实兴邦的坚定信心

和坚强决心。今后要坚决按照总

书记和中央的要求，始终把人民

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坚持从我

做起，从本职做起，进一步改进

工作作风，勤勤恳恳工作，清清

白白做人，以实际行动发挥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张乃卫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自觉，全体

县级领导要带头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倡廉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旗帜鲜明反对

一切腐败，以实际行动为全县各级党员干部做

好表率；要在行动上高度自省，严格遵守廉政

纪律，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切实抓好分管

部门、联系包抓乡镇的反腐倡廉工作，及时发

现苗头性问题，主动介入、提早预防，管好自

己、管好下属、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决不能

因为个人问题，给全县带来影响；要在作风上

高度自警，坚决兑现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

作出的承诺，模范执行各项政策规定，不突破、

不变通，清白做人、廉洁从政，通过县级领导

这个层面的良好作为，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

级，让干部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秋夏成  王 海）

本报讯  2 月 22

日，县长郑维国主持

召开县政府 2013 年第

二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市领导干部

大会等会议精神，审定并通过了 2013 年

春季造林绿化暨秦岭花谷建设实施方案和

秦岭花谷建设工作会议筹备方案。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充分体会秦岭

花谷建设对我县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打

造秦岭花谷、建设美丽凤县”贡献力量。

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扎实落实

实施方案各项分解任务，在明确任务的基

础上抓建设，在总结

经验的基础上抓推进，

主动工作，细化任务，

强化措施，倒排工期，千方百计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纪委、监察局、两办督查室和

秦岭花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监督检

查，对各建设点的建设进度实施全程监督，

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王丁）

本报讯  2 月 26 日，年味还未散尽，

我县古凤州江南水乡、茂龙果品贮藏库、

大红袍花椒茶及相关农产品开发、凤州

第二水厂、羌族风情园等 12 个项目同时

开工建设，投资总额达 10.1 亿元，标志

着我县2013年经济建设全面拉开了大幕。

2013 年，我县把加快项目建设、扩

大投资规模作为今年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抓手，全县干部群众牢固树立

“抓发展就是抓项目，抓项目就是抓投

资，抓投资就是抓落实”的理念，全年

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100 个，年度计划投

资 80.2 亿元。本次开工建设的 12 个项

目，以城乡基础设施、社会民生和产业

化项目为主，投入总量大、支撑作用强、

综合效益高，对提升县域经济运行质量，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拉动县域经济增长

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古凤州“江南水乡”建设总投

资 2.5 亿元，占地 200 余亩，规划用两年

时间建成，建成后将为游客呈现一个古色

古香、户户见水、绿树成荫的特色仿古商

业街区，并与凤州古城和消灾寺文化景区

连成一体，成为集商贸、娱乐、休闲度假

于一体的高品质旅游开发综合体，一举成

为我县又一个生态宜居休闲度假中心、文

化旅游商品集散中心和交易中心。

茂龙果品贮藏库建设项目总投资1000

万元，规划建设 1000 吨农特产品气调库

1座和 100 吨的单体果蔬贮藏库 10 座。建

成后，总贮藏能力将达到 2500 吨，预计

实现年产值 800 多万元，带动 4000 户农

户年平均增加产品销售收入 1000 元以上，

常年提供劳务岗位 50 个。同时也将结束

我县长期无冷藏库的历史，延长新鲜农产

品的供应期限，在调节市场供应、缓解市

场压力方面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大红袍花椒茶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

规划用两年时间建成以花椒茶开发为主，

集旅游观光、茶艺茶秀、花椒系列产品

深加工、农特产品经营为一体的休闲娱

乐观光园；凤州第二水厂建设项目总投

资 1300 万元，计划在凤州镇建设日供水

量 12000 立方米的水厂一座。当天同时

开工的还有旺峪河重点段防洪工程、聆

江大厦暨司法业务用房项目、绿景家园

三期廉租房项目、羌族风情园建设项目、

中苑矿业金矿选厂及尾矿库建设、城西

加油加气站建设、三合铁选矿综合技改

等 8 个项目。

目前正值各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转

作风深入人心的时期，县委、县政府积极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当天举行的所有开

工仪式现场劲吹节俭风，往日常见的鲜花、

气球、拱门、舞台、礼炮、锣鼓均不见了，

仪式简朴大方清新，观礼群众和工人纷纷

称赞，都说这才是务实的作风，一个铺张

奢华的仪式白白耗费财力物力，还不如把

钱花到项目建设上，为凤县人留下一个精

品工程更划算。         （田俊雅 刘鸿）

12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投资总额 10 亿元

年度考核蝉联全市“六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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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首位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参会

本报讯  2 月 27

日，市委督查组一行

深入我县，对各镇、

各部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干部纪律作风

整顿情况进行了明察暗访。

两天来，督察组采取不打招呼、随

机抽查等方式先后深入单位和机关进行督

查。经过检查，督察组认为，凤县对八项

规定、十个不准等纪律要求落得实，干部

工作精神面貌好、热情高，干部重视、行

动快、纪律意识强；凤县针对三公治理制

定的“同城不宴请、下乡不喝酒、开会不

吃饭、接待不超标”和“不用公车接送孩

子上学、不用公车婚

丧嫁娶、不用公车就

餐娱乐”等规定，操

作性强成效显著，值得在全市推广。

 县委副书记张新科表示，凤县将继

续做好纪律作风建设工作；狠刹奢靡之风，

倡导勤俭节约、廉洁务实，狠抓专项治理

工作，促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秋夏成）

市委督查组赞赏凤县干部作风好

全力打造秦岭花谷 建设美丽凤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