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5 月

15
农历四月初六

星期三

FENG   XIAN   ZHOU   KAN    第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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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县手机报》免费征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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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记者从县文物旅游局获悉，素有“西北

张家界之称”的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正式跻身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行列，这是继凤凰湖景区之后我县第二个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 　

通天河景区拥有森林植物 1800 多种，野生动物 280 多种，

这里以山险、石奇、水秀而闻名 , 2002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森

林公园。同时景区借助《西游记》的神话传说遗留下的众多

传说和自然遗迹，全力打造文化旅游传奇，大力开发了三藏

石、晒经台、黄风洞等 40 多个景点，将其打造成为了休闲旅

游、避暑、探险、生态文化教育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

公园先后荣获了省优秀平安景区、省文明森林公园、省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等省、市表彰 10 余项，并跻身陕西省 21 个标

志性品牌景区行列。                （本报记者 秋夏成）

近期，针对小麦蚜虫、条锈病等病虫
害高发的情况，我县及时给小麦病虫害严
重的村组免费发放防病虫农药和叶面微肥，
组织农民机防队抢抓小麦扬花期至抽穗期
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一喷三防”工作，

确保全县 2.34 万亩夏粮增收。截止目前，
全县已投入机动喷雾器 100 台，组织动员
机防队员上千人，防治小麦病虫害 0.8 万亩。
图为留凤关镇喇嘛泉村的农民机防队员正
在喷施农药防治小麦蚜虫。          ( 张会龙 )

本报讯  5 月 6 日，我县召开经济运

行分析暨“六个年”建设推进会，研判

全县经济运行现状和面临问题，并对我县

2013 年“六个年”建设活动进行小结和部

署。县长郑维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郑维国强调，确保上半年“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是确保全年工作目标实

现的阶段性任务，必须想方设法、不折

不扣坚决完成。领导要带头抓落实。各

级各部门主要领导要带头干大事、干难

事，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要亲自谋划、

亲自参与、亲自督办；要强化责任抓落

实。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明确工作内容、

时序进度，加强督促检查，促进工作落实；

要提高效率抓落实。领导干部要树立“不

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理念，紧盯“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把每项工

作细化到具体环节，定好时间表，倒排

工期，抓紧推进，力争各项任务都能提

前超额完成；要强化督查抓落实。由政

府督查室牵头切实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

实，严格执行月督查、季通报制度，紧

盯进度，严格时限，加大跟踪问效、行

政问责力度。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

“双过半”目标。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围绕

县委、县政府既定的工作目标，按照“加

快发展、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经过不

懈努力，县域经济平稳起步、开局良好。

一方面，增长平稳、后劲向好。投资增长

潜力较大，产业转型步伐加快，消费增长

预期看好，旅游经济持续升温，“六个年”

建设进展顺利。但另一方面，增长趋缓、

困难突出。主要经济指标虽然保持持续增

长态势，但增长速度相对放缓，重点项目

建设进展缓慢，低温冰冻导致农民增收形

势严峻，受大环境影响制约经济发展因素

突出，“六个年”建设进展不平衡等因素

制约着县域经济发展。会议要求，面对经

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各镇各部门要突出

重点、加压奋进、统一思想、明确职责。

在努力克服外界不利因素的同时加强自身

主观能动性，及时改进工作态度和方法，

查漏补缺、迎头赶上，全力以赴转作风、

赶进度、抓落实。杜绝个别干部无所适从

导致工作不会干、静观其变导致工作不想

干、无所作为导致工作不愿干的现象。

                （本报记者 刘鸿）

本报讯  5月6日至7日，

市检查对我县 1-4 月份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检查，

并一致认为我县目标任务分

解及时，作风建设扎实认真，

产业化项目进展顺利，实现

了全年工作的良好开局。

检查组先后深入秦岭花

谷、县城东区综合开发、锦

都名城、古羌文化旅游产业

示范区、安沟保障性安居工

程等 7 个项目现场，对项目

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检

查。随后，检查组详细查阅

了重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

纪律作风整顿、保障性安居

工程、目标责任考核等工作

资料。

在汇报会上，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张选会代表县委、

县政府就全县 2013 年 1-4 月

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向检查

组进行了全面汇报。市检查

组对凤县 1-4 月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检查组一致认为凤县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按照市上

的统一部署，及时将目标任

务逐项逐条分解下达到各镇、

各部门，明确包抓领导，强

化责任落实，实现了全年工

作的良好开局；市考骨干指

标完成情况好，15 个市考产

业化项目进展顺利，招商引资特别是利

用外资位居全市县区第一名，保障性住

房建设任务全部落实，机关作风建设扎

实认真，转变作风成效明显。

检查组要求，凤县在做好各项工作

的基础上，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进一

步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

抓实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工作开展，进

一步加强机关干部纪律作风建设，争

取在半年目标任务检查中实现时间任务

“双过半”。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胡佑宏主持汇

报会，县人大副主任王英杰，县政协副

主席唐兴汉出席会议。       （彭钢利）

本报讯  5 月 9 日，县卫生系统在留

凤关镇举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模拟演练活动，进一步提高全县医疗

卫生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和整体实战水平。省、市卫生生系统

对演练进行了现场评估和技术指导。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宏斌，政府副县

长薛占斌出席演练活动。

9 时整，县委常务、宣传部部长袁宏

斌一声令下，应急处置模拟演练活动正式

开始。本次演练共分为应急响应、现场处

置、医疗救治三个阶段，涵盖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工作的各个方面。演练活动

假设在留凤关镇留凤关村一路边餐馆发现

一例疑似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患者为背

景，进入演练场景。首先由疫情管理人员

接到卫生院的疫情报告，及时逐级汇报请

示，副县长薛占斌宣布启动《凤县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应急预案》四级响应，

县疾控中心流调、消毒、检测人员身穿二

级防护服，开展现场流调、患者采样、疫

点终末消毒和健康教育宣传工作，南星

中心卫生院与县医院医护人员交接疑似患

者，县医院救护车将疑似患者运往县医院

隔离病区救治。

在演练过程中，各参演单位及人员配

合密切，行动迅速，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我县卫生应急工作

人员的技术力量，为应对我县可能发生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处置进行了一次大

练兵，演练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童军）

本报讯  近日，省统计局通

过对全省 83 个县（市）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 31

项指标综合监测和排位，2012

年陕西省十强县出炉，我县连

续四年榜上有名 ,2012 年位列第

九。5 月 6 日上午召开的省政府

2013 年第 8 次常务会议，听取

了 2012 年度陕西省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监测考评结果汇报，并同

意以省政府名义，于近期对先进

县（区、市）进行通报表彰。

2012 年全省名列前 10 位的

县（市）依次是：神木县、府谷县、

靖边县、吴起县、高陵县、志丹县、

彬县、韩城市、凤县和安塞县。

2012 年，我县面对复杂严

峻的经济形势和刚性的维稳任

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攻坚克难、砥砺

奋进，全力以赴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着力推进幸福凤县建

设。 2012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110.8 亿元，同比增长 21%；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18.6 亿元，

同比增长 43%；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110.77 亿元，同比增

长 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3 亿元，同比增长 19.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50

元，同比增长 17.8%；农民人

均纯收入 9061 元，同比增长

18.9%。实现了全县经济快速发

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和谐稳

定的良好局面。

 据悉，我县将以跨入“陕

西十强县”为契机，加快产业

优化升级，推动城乡互动融合，

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继续坚持

深化改革，着力构建幸福民生，

要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扩大对外开放、

提高全民幸福水平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把凤县率先建成加快发展的先行区、科学

发展的先导区、统筹城乡的示范区、生态

环保的核心区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样板区。

                                        ( 杨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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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国在全县经济运行分析暨“六个年”建设推进会上强调 :

强化责任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双过半

免费发农药 防治小麦病

应急处置勤演练 未雨绸缪保安全
我县成功举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模拟演练活动

本报讯  5 月 3 日，团县委召开纪念“五

四”运动 94 周年表彰暨“我的中国梦”主

题宣讲大会，13 个团工作先进集体和 25 个

先进个人当会受表彰。

表彰会上，宣读了《共青团凤县县委关

于命名表彰 2013 年度青年突击队（手）和

好青年的决定》和《共青团凤县县委关于表

彰 2013 年度五四红旗团委（支部）和优秀

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的决定》。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莉同与会青年

进行了交流，并希望全县广大青年要胸怀“中

国梦”，坚定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要胸怀“中国梦”，努力学习，

打造坚实的圆梦基础；也要胸怀“中国梦”，

弘扬文明新风，展示青春风采；更要胸怀“中

国梦”，勇于创新创业，服务凤县经济社会发展。

表彰会后，还进行了“我的中国梦”主

题宣讲活动，参会青年代表表示将坚定理想，

全力投入本职工作，以五彩绚烂的个人梦想

构筑宏伟的“中国梦”。           （曾莉）

优秀青年节日受表彰

通天河跻身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