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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通过省级评估
本报讯 12月 9日至10日，省农村改革试验区评估验收专

家组一行对我县“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项目进行评估验收。

专家组认为我县“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扎实，措施得力，成效显

著，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目标，准予评估验收通过。市委副书记

陈光明出席评估验收汇报会。

我县“统筹城乡发展”从2009年启动，从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

三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基础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和社

会保障一体化、城乡生态建设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等方

面着手，实现了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推进了城乡融合，锻炼了

干部作风，提高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验收组认为，我县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城乡基本服务制度统一，

做到了城乡居民改革发展成果普惠，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迈出了突

破性步伐，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了新突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向农村得到了极大延伸。                            （刘鸿）

本报讯 12 月 10

日至 11 日，市委副

书记陈光明深入我

县，就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深化农村改革、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

化进行专题调研。陈

光明强调，凤县各级

要深入学习领会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在

深化农村改革中牢牢

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本质要求，积极

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创

新，坚持系统谋划、

协调推进，加快城乡

发展一体化进程。

两天来，陈光明

一行先后深入实地了

解了非公企业党建、

农业龙头企业和家庭

农场经营、重点项目

建设等情况。在调研

中，陈光明指出，我

县已进入以创新农

业经营体系为改革突

破口的崭新阶段，全

县上下对进一步深化

农村改革热情高、决

心大、信心足，一些

设想和建议具有前瞻

性、针对性。

陈光明强调，在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

化中，既要发挥好市

场的决定作用，也要

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

用，还要发挥好农民

的主体作用。要继续加大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力度，大力培育各种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一项全局性、整

体性、开创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要始终

扭住规划这个龙头，始终突出农民增收

这个核心，抢抓新型城镇化这一重大机

遇，着力补齐农村公共服务这一短板，

努力开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局面。

市委政研室、市农业局等部门负责

同志，县委书记张校平、县委副书记张

新科等参加调研。            （刘鸿）

本报讯 12 月 10日，市委宣讲团深入我

县举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会。宣讲员

紧密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想、总体要

求、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等问题，进行了详

细阐述，350余名干部群众现场聆听了报告。

县委书记张校平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市委宣讲团成员孔润年教授

从我国 35 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基

本经验入手，剖析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面

临的诸多新问题和突出矛盾，同时紧密围绕

全面深化改革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改什

么、怎么改，进行了详实地论述，并结合我

县实际，就如何进一步学习好、宣传好、贯

彻好全会精神作了深入透彻的辅导，使聆听

报告的干群备受启发。

张校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继续原原本

本地学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央《决定》和关于《决定》

的说明，结合宣讲报告，用全会精神武装头

脑，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真抓真改，

并要围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的要求，聚焦“四风”，进行由上而下的深入

剖析，查漏补缺 ,鼓足干劲 ,扎实工作 , 推

动我县新一轮全面改革。

张校平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把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全面落实中央

下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结

合起来，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

来；要继续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切实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增进党群的鱼

水情；各部门各单位党委 (党组 )要开好专题

民主生活会,把全会精神作为行动指南，自

亮家丑、对问题根源深入剖析，做好批评和

自我批评，提出富有理性和建设性意见；要

继续发挥好凤县“三高精神”，做到先行先改、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抓好改革措施

的组织实施，及时研究和处理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完善方案，确保各项改革有布置、

有督促、有落实、有结果。         （秋夏成）

本报讯 近日，我县召开 2012 年度县

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通报会。县委副书记张新科代表县委常委

班子，通报了去年 12 月县委常委班子民主

生活会上提出的 5 条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并当场对整改情况进行了民主测评。

去年 12 月，县委常委班子在召开民主

生活会前，通过群众提、自己找、领导点

等形式，广泛征求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意

见，经过梳理归纳为 5 个方面意见和建议。

民主生活会召开时，通报了征求到的意见

建议，常委班子及其成员认真进行了对照

检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研

究制定了整改措施，明确了责任单位。经

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常委会已将这 5 条

整改措施全部落实。

据了解，在各常委的包抓下，全县一

年来扎实开展了百名干部“东部行”、 凤

县“大讲坛”等培训活动，累计举办分级

分批培训班 75 期 6400 余人次；全力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县各项行政审批环

节从 233 个精简到现在的 180 个，需要提

交的资料数量下降了 25%，涉及的 69 个

主办科室缩减到现在的 36 个，为企业减

免行政审批费用 1195 万元；在留凤关镇

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便民服务代理制，

在每个村设置便民服务站，每个组设立民

情代理员，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定期收集

民情信息，累计为村组群众代办各类事项

共计 1500 余件。              （秋夏成）

本报讯 12 月 5日，全国金属非金属矿

山 50个重点县（市、区）安全生产攻坚克难

工作座谈会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县长郑维

国代表我县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进行交流发言，

在会上进行交流发言的三个县中西北地区仅

凤县一家。

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

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总结

交流了各地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

经验和做法，分析研究了50个重点县（市、区）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并对推进金

属非金属矿山“五化”建设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

近年来，我县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将

全县111家矿山企业整合为现在的 53家，在

全县全面实行安全生产“一把手”负责制，

成功打造了县镇村三级监管网络体系，形成

了全天候、广覆盖、多层次的安全监督检查

机制，“打非治违”和隐患查治工作力度不断

加大；严格按照安全标准化要求，分类推进

矿山企业达标时限，全县22家矿山企业达到

标准化三级水平，矿山“六大系统”在 7家

市属以上企业建成投用。

郑维国在发言中，重点以我县在安全生

产方面以健全责任体系、完善监管体系、建

立网格化监督检查机制、实行隐患查治销号

管理制、分类推进安全标准化创建工作、梯

次推进“六大系统”建设、扎实推进矿山整

顿关闭工作七个方面，介绍了我县安全生产

工作的主要做法和成就，得到了国家总局的

充分肯定。                      （田俊雅）

本报讯 12 月 20 日，县第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 11 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并

审议通过了《县政府关于凤县 2013 年财

政预算部分调整意见的报告》、《关于我

县“六五”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5 次会议以来

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补选

县十六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并

对县人大常委会《2013 年工作报告》和

《2014 年工作要点》进行了讨论修改。

会议期间，县人大常委会各组成人

员分别围绕这五个报告所涉及的工作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发言，对各项工作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了有针对性

和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会议强调，2014 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

革、创新发展的关键一年。县人大常委

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人大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以新的

状态，服务于我县的改革发展大局，强

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推进人大工作的

与时俱进。

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尉贵忠

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辛元平，县法院、

县检察院、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各镇人

大主席列席会议。            （张泽曦）

本报讯 12 月 10 日，我县 2013 年十大惠民工程—凤县

中学整体迁建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张校平、郑维国、张斌、

袁宏斌等县领导出席开工仪式。该工程占地 100 亩，建筑面

积 30026 m2，概算投资 1.08 亿元，2015 年 7 月完工，预计

2015 年 9 月 1 日开学投入使用，建成后可容纳学生 2000 名，

住校学生 1500 名，教学班 40 个，学生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

件将得到彻底改善。                    （马焕钰  刘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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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全落实

张校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大会上强调：

学习三中全会精神  推动凤县改革发展

凤县中学整体迁建工程开工

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11 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