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吉庆深入我县检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调研活动时强调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打造过硬干部队伍

本报讯 5 月 30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上官吉庆，深入我县检查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调研工作。上官吉庆强调，基层干部队伍
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改革
发展的具体实践者。各级要坚持边查边改，抓紧
抓实当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
工作，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水平，努力打造一支过硬的基层干部队伍。
检查中，上官吉庆充分肯定了我县把文化旅
游产业作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2013 年 6 月
深入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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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吉庆指出，为民是党的宗旨，务实、清
廉是我们党对干部作风的一贯要求，要完成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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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必须把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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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要把加强干部队伍特别是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作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调研活动的重要内
容，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
感；要加强调查研究，
找准抓住群众关心的突
上官吉庆顾劲松陈清亮启动水晶球 丁玲致辞 张乃卫张明海郑维国张斌等出席
出问题，针对性地提出
美技术、秦岭奇山秀水与古 羌新韵》前身是陕西首部民族情景音画剧《凤
办法和措施，建立长效
老羌族神秘文化完美结合的 飞羌舞》
，我县特聘二炮文工团副团长、北京
机制，增强调研活动的
视觉盛宴带给了观众无与伦 奥运会开幕式编导蔡薇蔓女士领衔的编导团
实效性和可持续性。各
比的享受和震撼。
队，重新设计编排、精心研磨打造。新版《凤
级要围绕提高了解群
近年来，我县把文化旅 飞羌舞》由 118 名舞台演员和 200 名实景演
众、发动群众、教育群
游产业作为县域经济转型发 员参与演出，全剧进一步凸显羌文化的“古”，
众、服务群众、化解矛
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相继 熔铸羌民族的“魂”
，展示羌风俗的“韵”， 盾的能力，努力打造过
建成了五大主题公园、八大 生成了现代与远古映幻，印象与行为交融，
硬的基层干部队伍，为
特色景区，打造出了百里生 舞台与实景相晖的视觉震撼和艺术冲击力， 推 动 我 市 经 济 跨 越 发
态花廊、大型水景音乐喷泉 气势磅礴，美轮美奂。
展、社会和谐稳定奠定
等精品旅游项目，在省内外
据了解，旅游节期间广大游客除了领略
坚实的基础。
打响了“七彩凤县—大秦岭 石头羌寨、金沙古城、羌文化博物馆的独特
据了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的会客厅”文化旅游品牌。 神韵，观看《凤飞羌舞 · 古羌新韵》山水实
动调研工作启动以来，我县落实县
经 过 四 年 精 心 打 造 的 古 羌 景演出之外，还参加文化旅游商品展销，民
级领导联系点 33 个、科级领导干
文化旅游示范园正式对外开 间文化艺术节、热气球体验、漂流、街头羌
部联系点 480 个，县级部门和事业
本报讯 5 月 29 日晚 8：00，凤县古羌 放，并成为本届旅游节的亮点之一。
舞互动和羌族民俗展演等十三项文化旅游活
单位联系包抓 100 个村，并建立了
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园内流光溢彩，市长上官
凤县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园是我县立 动。同时，游客乘坐旅游景区免费直通车， 日常考核等调研活动长效机制。目
吉庆、省文化厅副厅长顾劲松、省旅游局副 足自然山水景观和悠久的古羌文化内涵，依 穿越神奇灵官峡，参与嘉陵江激情漂流；感
前，各级干部已落实民生发展项目
局长陈清亮共同启动水晶球，宣告宝鸡文化 托秦岭山脉和嘉陵江优美的生态环境，以羌 受秦巴千里栈道“第—名山”紫柏山，尽情
42 个，协调争取项目资金 173 万元，
旅游节拉开大幕，凤县古羌文化旅游示范园 文化和生态旅游为主题，以休闲旅游度假为 享受返璞归真的乐趣。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300 多件。
正式开放。
主要内容规划打造的重大旅游项目之一。游
本届旅游节，我县本着“节俭、高效、
副 市 长、 市 政 府 秘 书 长 武 军，
副市长丁琳在讲话中介绍了对近年来宝 客在感受古老羌文化的同时，还可徜徉于“秦 低碳”的办会原则，全面精简邀请嘉宾范围， 县领导张乃卫、郑维国陪同调研。
鸡市旅游发展的思路和成果，并对凤县发展 岭花谷”
，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生态旅游的 “吃住行”安排一律就简，
吃自助餐，
不上酒水，
（宝鸡日报驻站记者 金鑫）
旅游促县域经济成功转型的做法给予高度肯 魅力。从宝鸡越秦岭沿嘉陵江一路南下，东 嘉宾统一乘坐中巴车，县内机关干部参会倡
定。县委书记张乃卫代表凤县致词，并热忱 篱菊谷、荷塘月色、红花风情、凤州古城、 导步行；开幕式上不摆鲜花、水果，不飘气
欢迎各界朋友走进美丽的秦岭花谷，畅游神 西庄码头，沿着 212 国道，这五大片区依次 球、标语，不铺地毯，不讲排场，不接来送往，
奇的古羌示范园，感受七彩凤县的无穷魅力。 出现，色彩冲击，林木茂盛，花香四溢，令 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宣传效果，赢得
开幕式后，大型民族山水舞蹈诗《凤飞 人流连忘返。
了与会各界的一致赞誉。
孙惜玲深入我县开展慰问活动
羌舞 · 古羌新韵》正式上演，这场由现代舞
而大型民族山水舞蹈诗《凤飞羌舞 · 古
( 本报记者 田俊雅 王海 )
本报讯 6 月 5 日下午，市总
工会深入我县开展“‘中国梦 · 劳
动美’—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
市人大副主任孙惜玲来到凤凰湖二
号廊桥、省道 212 凤县过境段改线
建设工地，向重点项目建设者送去
本报讯 5 月 23 日晚 , 县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习总书记在
十八届二中全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及省委书记赵正永《加快“三
了价值 5000 余元的防暑降温饮品。
个陕西”建设为实现“中国梦”做贡献》的署名文章。
在建设工地，孙惜玲对坚守在
张乃卫要求，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讲话
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表示了衷心的
精神和赵正永书记署名文章的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孙惜玲希望，广
讲话精神上来，用讲话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解决问题。
大一线职工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和
张乃卫还就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强调。他指出，全县
旺盛的精力，坚持“高标准、讲科
各级领导要继续强力推进项目建设，
在优化投资环境上下功夫，
学、不懈怠”
，通过苦干、实干加巧干，
为项目建设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要扎实开展群众路线调研工
力促把凤凰湖二号廊桥、省道 212 凤
作，县级领导干部要全面落实“四个一”要求，严格按照中央
县过境段改线项目打造成品牌工程、
八项规定，轻车简从，做到不扰民；要抓好作风建设工作，建
示范工程。她还要求项目建设单位
立完善制度，用制度规范党员干部行为，以制度固化作风建设
要科学合理安排好高温工作时间，给
效果，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予一线工人更多的关心和关怀，同
（本报记者 田俊雅）
时叮嘱大家要注重休息、保重身体，
5 月 31 日，县委书记张乃卫
张乃卫先后来到新建路小学
确保广大职工安全度暑。
向全县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 和丰禾幼儿园，与儿童共同观看
县委书记张乃卫，县工会主席
郑维国深入县公安局调研时要求：
祝贺和亲切的问候，为孩子们送 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向广大教师、
高林生一同参加了“送清凉”活动。
去慰问金并和他们一起庆祝节日。 少儿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
（刘鸿）
（本报记者 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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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园全面开放

平安度夏送清凉

县委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张乃卫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并祝节日快乐

推行旅游警务战略 打响旅游警务品牌

本报讯 6 月 13 日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郑维国，县
委常委、副县长辛元平就开展“迎旅游旺季，社会治安大整治”
专项行动进行调研。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峰简要汇报了近期专项行动
工作。郑维国对县公安局近期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
全体民警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郑维国要求，县公安局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
深挖犯罪线索，坚决斩断民用爆炸物品、危险化学物品在我县
非法买卖及使用的链条，确保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要积极推
行旅游警务战略的实施，擦亮、打响凤县旅游警务品牌，为实
施旅游兴县战略提供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要加大平安凤县建
设力度，进一步落实技防措施，高标准谋划、合理规划、精心
设计，不辱使命，向全县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杨建林）

◆ 5 月 30 日，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副巡视员王海波深入我县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
◆ 5 月 29 日，凤县羌族文化园 研，并代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揭牌仪式，经过 厅在“六一”儿童节前夕看望慰问
近四年紧张建设的凤县羌族文化园终 部分幼儿园和学校的师生，为孩子
于向世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园区正 们赠送教学用品，送去节日问候。
式向广大游客开放。凤县羌文化演艺
（魏永辉）
中心也于当日正式揭牌，县领导张乃
◆ 6 月 8 日，我县镇人大主席
卫、张明海、郑维国、张斌先后出席 座谈会在平木镇召开。全县各镇汇报
揭牌仪式。
（本报记者 刘鸿） 交流了今年以来人大工作的做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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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效，以及下半年的工作打算，会
议同时还对《凤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小
组活动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进
行了意见征集。 （本报记者 何鹏）
◆ 6 月 5 日上午，我县召开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分析
研判了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
纷和突出问题，参会人员对前期矛
盾纠纷排查情况进行了汇报。本月
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8 起，无重大
复杂矛盾纠纷。
（祝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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