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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问政——干部作风大家谈》公告
为进一步转作风，提效能，下功夫解决少数部门单位和

机关干部中存在的“庸、懒、散、空、玩、奢”和“中梗阻”

等突出问题，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近期，我县决定，

由县政府纠风办、县电视台联合开设《百姓问政》电视节目，

旨在为百姓提供一个广阔的问政平台，将定期安排与群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县级部门负责人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现场

回答问题和质询，并通过热线电话、电子邮箱及短信，征集

群众意见，督促相关部门树牢为民意识，优化政务环境。

《百姓问政》首期参与单位为县卫生局。如需卫

生部门作答，请拔打县纠风办电话：4763992，邮箱；

fxbxwz@163.com。诚邀广大群众参与现场互动，请持本人

身份证，于 11 月 8日前在纠风办（行政中心A座 715 室）报名。

 凤县人民政府纠风办  
  2013 年 10 月 31 日

本报讯 11 月 1 日至

2 日，国家环保部技术

评估组对我县创建国家

生态县进行了技术评估，

一致认为凤县各项指标

达到国家生态县建设标

准，同意通过技术评估，

建议报环境保护部审查，

按规定程序考核验收。

近年来，我县坚持 

“生态立县”战略思路，

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来

抓，坚持环境整治与生

态保护并举，生态建设

与经济发展同步。近年

来，我县建立起了生态

建设推进机制，大力发

展生态工业、积极发展

生态农业、加快发展生

态旅游、注重建设生态

文化。结合县情，把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前沿阵地

和重点，因地制宜、统

筹推进生态绿化、生态

移民、生态节能、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城镇形

象提升、减排治污六大

生态治理工程，形成了

一个由生态创建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由经济发

展得到的资金提升生态

创建的良性循环，县域生态环境状况指

数名列全省前茅，已成功创建为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实现了国家生态镇全覆盖，

并成功荣升为“省级生态县”。

两天来，技术评估组先后考察了我

县城镇污染防治工程、农村环境连片整

治示范项目、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生态

农业示范园区及城镇生态环境建设等工

作，并通过听取报告、观看专题片、查

阅台帐资料、民意调查等形式检查。经

技术评估组认为凤县创建工作措施得力、

重点突出，责任明确，成效明显，推进

了大建设、大整治、大提升，营造了良

好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初步实现了

“生态、秀美、富裕、安全”的目标，凤

县 5 项基本条件、22 项建设考核指标以

及民意测验均达到国家生态县建设标准，

一致同意通过国家技术评估。

（本报记者 秋夏成）

本报讯 10 月 17 日，我县对全县秋季

造林、护林防火、秦岭花谷产业发展等工

作进行了详细安排和动员部署，再次吹响

秦岭花谷产业发展的号角。县委书记张校

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县长郑维国就

做好这三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县委副

书记张新科主持会议。

在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选

会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2-2013 年度秦岭

花谷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关

于表彰 2012-2013 年度森林防火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副县长刘谆对秋

季造林绿化和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并与相关森林防火单位签订

了目标责任书，副县长陈新宣读了《凤县

秦岭花谷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县人大副主

任尉贵忠、纪建国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自 2012 年启动秦岭花谷建

设以来，全县上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

奋战，“秦岭花谷、美丽凤县”的品牌形象

初步确立，生态景观长廊基本建成，旅游

休闲通道初具雏形，启动实施产业致富黄

金带迫在眉睫。根据秦岭花谷产业发展实

施规划，我县计划在现有的秦岭花谷建设

基础上，大力发展经营主体，引导、支持

企业和群众发展规模化的特色产业基地和

旅游商品加工销售企业，初步构建旅游经

济多元化发展模式，将秦岭花谷建成产业

转型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张校平强调，要落实好秦岭花谷建设

各项任务，必须坚定信心，充分调动一切

有利因素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创新思

路，想方设法开发旅游产品、延长产业链

条，让农村得发展、让农民得实惠，要高

标准规划、高标准建设，让“吃住行游购娱”

等要素科学合理分配；要转变作风，全县

各级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凤县“三

高精神”指引下，苦干、实干、巧干，把

凤县的各项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要凝

心聚力，形成合力，只有全县上下一盘棋、

一条心、一股劲，秦岭花谷的建设任务才

能顺利完成。

郑维国要求，各镇、各部门要全力以

赴把秦岭花谷建成引领全县文化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的龙头 , 明确思路，科学组织，

扎实有序推进秦岭花谷产业发展；要落实

责任，强化保障，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

作任务高标准全面落实。针对秋季造林绿

化及护林防火工作，郑维国要求，各镇、

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

夯实责任、落实任务，确保护林防火工作

不出问题，为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科学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田俊雅 张祯 )

本报讯 10 月 11 日，凤县第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 9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主任会议提交

的五项建议议程 ,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尉

贵忠主持。

县委书记张校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胡佑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英杰、翟国良、汤巧玲出席会议，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张选会列席会议。

会议通过举手表决免去傅宇同志凤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职务，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任命陈新同

志为凤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听取和审议了《凤县

2013 年 1-8 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凤县 2013 年 1-8 月份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凤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及部分指标调整

意见的报告等，并进行相关工作人员任免。 

                           （何鹏）

本报讯 10 月 28 日，政协凤县召开第十一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并协商有

关工业发展等三个报告，为凤县工业转型发展建

言献策。

县政协主席张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

记张新科，县委常委、副县长辛元平应邀到会。

政协副主席赵升志、纪建国出席会议，会议由政

协副主席唐兴汉主持。

会议听取《关于政协凤县第十一届委员会二

次会议以来委员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协商讨

论《关于十一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视

察报告》和《关于凤县工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会议分别围绕提案办理和工业发展，从提高提案

质量，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政协委员们立足发展大局，结合本职岗位畅所欲

言，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刘鸿）

本报讯 10 月 30 日晚，我县第六
届羌历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来自四川
茂县、汶川、理县等 14 个羌区的代表、
2013 穿越大秦岭汽车集结赛车手与我县
群众约万余人齐聚我县，共同庆祝一年
一度的羌历新年。

庄重大气的羌历新年庆典大会，神
秘肃穆的祭天仪式，歌舞欢腾的萨朗大
赛，清新静谥地放河灯活动，不时显露
出羌族风情的神秘与独特。在浓厚的节
日氛围中，我县群众与羌区代表不断将
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 田俊雅 刘鸿）

本 报 讯 10 月 14 日，

我县召开 2013 年部分镇及

县级部门党政主要领导向

纪委全委会述廉述效大会。

县委书记张校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曹乃生主持会议。

会上，县农业局、唐藏镇等部门和

镇的 7 位主要负责同志向与会人员详细

报告了个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的情

况，73 名民主测评人员对述廉对象进行

民主测评，并现场通报了测评结果。

张校平强调，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党

风廉政建设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

工作，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对此要有清醒

的认识。一要在政治上清醒。要把政治

清醒作为人生鉴别、推动工作的第一要

务。二要干净干事。各级领导干部要继

续保持争先进位的劲头，去伪存真，去

粗取精，保留精华，把凤县的各项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三要正风肃纪。各镇各

部门对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的事，不

许为困难找理由，为自己找借口，必须

要不打折扣执行到位、强力推进。四要

健全制度。党的条例、制度、规定是领

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底线”。领导干部

要坚守这个底线，不该做的事情不能做，

不该拿的东西不能拿，不该去的地方不

能去。

张校平要求，当前各镇各部门要按

照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强力推进

项目建设，使全县老百姓满意，要借助

今冬明春植树造林活动，进一步加快秦

岭花谷建设。同时，各镇各相关部门要

全力做好目标责任考核、生态县创建、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群众路线实践教育

活动调研工作，以及近期几项旅游活动

的筹备工作。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选会，县

人大副主任翟国良，县政协副主席唐兴

汉出席会议。             （刘鸿 张祯）

我
县
创
建
国
家
生
态
县
各
项
工
作

一
举
通
过
国
家
级
技
术
评
估

全县秋季造林、护林防火、秦岭花谷产业发展工作动员会召开

建设秦岭花谷  打造美丽凤县
张校平作重要讲话  郑维国提出工作要求

县人大十六届九次会议召开

县政协十一届八次会议召开

羌歌羌舞共庆羌历新年

党政一把手  述廉述效鼓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