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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8 日，我县召开全县

目标责任考核暨重点经济工作表彰动员大

会，会上对 2012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重点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投资环境保障、安

全生产等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

突出贡献企业、纳税大户、明星企业、优

秀企业家，进行了隆重表彰和奖励，单项

最高奖金达 10万元，奖励范围之广、金额

之高均创历年之最。

201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

形势，全县上下紧扣稳增长、促转型、强

统筹、惠民生的发展主题，攻坚克难、真

抓实干，全县经济社会继续保持了健康快

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连续六年荣膺全市目

标责任考核优秀县区，实现了全面建设幸

福凤县奋斗目标的高点起步和良好开局。

会上对 2013 年全县重点经济工作进

行了全面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实现今

年的既定目标，必须要抓开工、促生产，

努力实现工业经济质量效益双提升；要抓

招商、促转型，不断实现工业经济发展新

突破；要抓项目、稳增长，不断培育工业

发展新的增长极；要抓园区、强基础，逐

步形成推动工业发展新引擎；要抓安全、

保稳定，努力营造良好的 工业发展环境。

全县上下要加强组织保障，优化环境保障，

加大金融保障，强化服务保障，落实制度

保障，全力以赴推动县域工业优化升级跨

越发展，促进工业经济质量效益双提升。

县长郑维国就全县经济工作提出，要

科学研判形势，坚定加快发展的决心和信

心，迎难而上，积极抢抓新机遇，务必跨

越新目标；要明晰思路，突出重点，努力

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要突出项目带

动，继续保持投资快速增长，加快推进工

业转型升级 , 全力打造旅游经济新优势，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 加快城乡建设 , 不断

改善社会民生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县委书记张乃卫强调，全县上下要咬

定目标、加压奋进，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

利完成。各镇、各相关部门要抓住工作重

点，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强

力推进、全面完成招商引资、优化投资环

境、民生十大工程、作风建设等各项工作。

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从我做起”

的思想，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深入一

线真抓实干，为全面建设幸福凤县做出应

有贡献。

会议由县委副书记张新科主持，全体

县级领导，各镇、县级各部门、各双管单

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全县重点企业、

招商引资企业单位负责人及受表彰的企事

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田俊雅）

本报讯  西洽会即将召开之际，连

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积极备战，全力以

赴准备签约项目，截止目前拟在本届西

洽会上签约项目 20 个，项目计划总投

资 50 亿元。

据悉，为积极做好本届西洽会的筹

备工作，我县突出重点抓项目，在“生

态工业、休闲农业、文化旅游”三大领

域产业项目上，力求招商签约项目数量

和投资额高于上届。为此，县招商局组

成招商小分队，重点赴河北、武汉、广

东佛山、深圳等地通过面对面的项目推

介和洽谈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有针对性

地进行项目推介。

同时，我县建立了在全国各地工作

的凤县籍能人贤士档案，聘请其中的 20

位成功人士组成招商引资智囊团，他们

利用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经济

发达地区拥有的广泛人脉资源，积极引

进投资客商。目前，已包装项目85个，

落实了河北宏润重工集团公司、成都丰顺开哲保

温材料有限公司、陕西省耀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等20个拟签约项目，计划总投资达50亿元。（何鹏）

本报讯  3 月 27 日，记者从“通

达工程”启动工作会上获悉，我县计划

用 3 年时间，整合资金 6915 万元，对

全县 60 多个乡村道路和桥梁进行新建

和修复，涉及590公里道路和31座桥梁，

该民生工程受益群众达 4万多人。

按照规划，将用 3 年时间，修建农

村通组砂石路 250 公里，通村水泥路 40

公里，修复县、乡、村水毁道路 300 公里，

以及新建或修复各级桥梁 31 座。

2013 年计划投资 2300 万元，完成

修建通组砂石路 80 公里以上，修建水

泥路 15 公里以上，修复县、乡、村水

毁道路 100 公里以上，新建或修复县、

乡、村水毁桥梁 10 座以上。县上为充

分调动乡镇及民间修路建路的积极性，

专门出台了奖补政策，新建的通组砂石

路每公里补助 5 万元，新建的通组水泥

路每公里补助 10 万元，创建项目补助

资金纳入县财政预算，由财政支持予以

补助，并利用以工代赈、扶贫、“一事

一议”等多种方式筹资筹劳，同时制定

了严格的建设标准、技术要求和验收标

准，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秋夏成）

本报讯  3 月 24 日，市

长上官吉庆深入我县凤州现

代科技工业园区、古羌文化

旅游产业示范区等重点项目

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

设进度，了解园区规划建设

等情况。上官吉庆要求，要

切实增强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进一步

转变作风、细化措施、狠抓

落实，强力推进签约项目抓

开工、在建项目抓进度、竣

工项目抓达产，为全面完成

今年项目建设任务奠定坚实

的基础，推动凤县加快发展、

赶超跨越。

上官吉庆对我县重点项

目建设情况予以充分肯定。

他强调，项目建设是全年工

作的重中之重、第一要务。

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一切

围绕项目、一切为了项目，

采取有力措施，全力保障和

支持项目建设，竭力为项目

建设的各个环节提供优质、

高效、便捷的服务，切实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确保重点项目建

设顺利进行。

上官吉庆指出，各级、各

部门在园区规划和项目建设过

程中，要注重节约用地、集约

用地、合理用地，提高土地配

置和利用效率，取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要充分发挥好重点项目带动就

业的作用，为广大农村富余劳

动力就地转移提供渠道，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的收入水平。在项目建设中，要坚持把环境

保护与资源节约放在重要位置，充分考虑环境

和资源的承受能力，加快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要提高环保的“门槛”，宁可发展速度慢一些，

也决不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努力做到企业

发展与保护环境并举，好字当头，实现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                    （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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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凤凰湖 2号景观廊桥建设工程是

我县重点招商项目之一，总投资 1亿
元，计划建设周期一年半。为了迎接
旅游旺季的到来，确保“五一”顺利
通车，相关部门派专人跟进督促施工

进度，施工方紧抓住枯水季节，组织
工程队伍加班加点昼夜施工，抢时间、
赶进度、保质量，现已完成 81根水
下桩基基础，9个承台及 27根桩柱，
目前正在加紧准备浇筑桥板。（刘鸿）

凤凰湖廊桥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讯  根据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县外宣

工作成果显著，截止 3月 29 日，在《陕西日报》、《宝

鸡日报》刊发我县外宣稿件 115 篇，和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 201.6%。与此同时，凤县手机报、凤县外宣

微博（新浪、腾讯）等网络和手机外宣平台的开通，

更是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外宣格局。

和往年相比，今年外宣稿件呈现出亮点多、密

度大、质量高的特点，围绕我县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建设、幸福民生工程、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转

作风等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

的好稿件，其中头版稿件达 12 篇，各版头条 6 篇，

2000 字以上通讯报道 8篇。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取决于外宣工作理念和制度

的创新。年初，先后修订完善了《外宣办工作量化考

核制度》、《外宣稿件奖励制度》、《外宣工作任务量化

分解》等，将外宣工作任务分解到人，实行归口联系，

明确奖罚办法，同时进一步充实了通讯员队伍，定期

举办新闻通气会、每周召开外宣碰头会，有效拓展了

信息来源，极大调动了工作人员多写稿、写好稿的积

极性，为取得好成绩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田俊雅）

外宣工作创新高
本报讯  3 月 24 日，我县 68 家单

位 1200 多名干部职工放弃休息时间抢

抓植绿时机，在县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

范区的南坡荒山上展开会战，当天栽植

了近 5000 株塔柏。

目前，石头羌寨、金沙古城、灵

官峡漂流、大型演艺中心等板块建设

已见规模。年初，我县又加大投入，

县上抽调百名干部参与到园区建设中，

先后开工建设了羌族风情园，征集了

一批有代表性的羌族文化遗产，并对

演艺中心、演艺中心广场、石头羌寨

等多条道路路面硬化美化，启动了羌

文化演艺中心、景观廊桥、萨郎湖、

羌寨商业街等亮化工程、石头羌寨到

南山沟景观的引水工程。

目前，已在该园区周边栽植绿化苗

木 4 万株 2，工程亮化等工作将于 4 月

底前完成。今年 5 月 1 日，该示范区将

实现全面开园，第六届古凤州生态民俗

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和首场《凤飞羌舞》

首次实景演出将在此举行，还将策划一

批具有羌族民俗特色的文化活动项目，

全方位展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

设成果和奇美秀丽的景色，进一步提升

凤县独特的羌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秋夏成）

古羌园区添新景 五一全面开园

　　《凤县手机报》征订热线 4762717（只限移动用户）     腾讯微博：凤县正能量，新浪微博：凤县好声音，欢迎关注！

本报讯  3 月 22 日，我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根据省人社

厅、省财政厅《关于二 O 一三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的通知》（陕人社发 [2013]18 号）文件规定，组织工作人员

对 2364 名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进行了调整，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调整标准为上年度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

养老金的 10%，即月人均提高 174.04 元。

据悉，这是自 2005 年以来，我省连续 9年对企业退休（职）

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实现了“九连增”。本次调增后，我县

企业退休（职）人员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到 1619.39 元。

本次调待月增加养老金41.14万元，共计补发养老金123.43

万元。为确保退休人员及时领到补发养老金，相关部门组织工作

人员加班加点连夜进行核算、造册，增资补发的养老金于本月

27日前已全部发放到每位退休（职）人员手中。      ( 王丰歌 )

企退人员养老金人均月增 174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