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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跨越发展的强力引擎
秋夏成

2 月 26 日，凤县古凤州江南水乡、

茂龙果品贮藏库等 12 个项目同时开工

建设，总投资达 10.1 亿元，打响了蛇

年项目建设第一枪；3 月，全省“民企

进陕发展”集中签约项目之一的石材产

业园建设用地群众过渡搬迁工作彻底完

成；6 月，国内 500 强企业之一的龙源

电力在凤县投资 15 亿元建设的风能发

电项目，首台风电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11 月，投资 4500 万元的金凤凰购物中

心建成营业；12 月，凤县中学整体迁建

工程开工……月月都有新任务，季季都

有新进展，冬季的寒冷挡不住凤县重点

项目建设的火热！

2013 年，凤县共确定重点建设项目

100 个，总投资 276.3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80.2 亿元，涵盖工业、农业、商

贸、旅游、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民生

保障七大类 , 是凤县近年来项目数量最

多、投资力度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年。

绿色产业蔚然成风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建绿色环保项

目，才能赢得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这

已成为凤县上下最大的共识。”凤县县

委书记张校平说。

走进冬日秦岭南麓的凤县，冷风飙

袭，远望青山，只见山头上，总投资 

15 亿元，容量 20 万千瓦龙源风电项目

的座座风车随劲风转动。蓝天、白云、

青山、风车，这一独特的景观吸引着行

人的眼球。总投资 1.4 亿元，在 212 省

道沿线打造的“秦岭花谷”，游乐园、

文化园、花卉园精心别致，让沿线美如

画廊。这只是凤县近年来大力发展绿色

产业的一个缩影。

围绕生态产业培植重点，高标准招

商，严把环保关，引大育强，这是凤县

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一关。为了使

招商工作既不减量又不减质，凤县聘请

专业机构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地域

优势等方面出发，深入挖掘项目潜力，

紧密围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

游等，精心策划、包装、储备了一批绿色、

高效、循环的新项目。

2013 年，龙源电力公司、河北宏

润重工集团、浙江运达、西班牙歌美

飒风电公司四家大型风电企业纷纷落户

凤县，计划总投资 60 多亿元，风力发

电总装机容量达 60 万千瓦，这相当于

宝鸡市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一半的发电能

力。大红袍花椒茶农产品开发、茂龙果

品贮藏库建设，也将解决农户随意焚烧

修剪的花椒树枝、随地倾倒腐烂变质的

果品蔬菜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今年以来，凤县引资新建了亿元上

的生态环保的产业达 7 个，为凤县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重点项目连着百姓心
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小流域防洪

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退耕还林基

本口粮田建设、农村道路通达工程、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综合楼、农村危

旧房屋改造建成投入使用；县城供水水

源管网、县医院 2 号住院大楼、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动工建设；省道 212 县城

过境段改线工程、宝汉高速凤县段建设

如火如荼……在新一轮的大发展中，凤

县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

抓，民生项目建设捷报频传。

今年中秋节，凤县双石铺镇兴隆场

村的谢凤梅和 80 多户村民从住了十多

年的土房，搬进了新家——兴隆场村移

民搬迁点。新家有的是白墙灰顶的小院，

有的是结构合理的多层楼房。小区的每

户房屋总造价 7 万多元，还得到政府 1

万多元的补偿，区内统一建设了绿化带、

人行道、水泥路、路灯，让人倍感温馨。

为了改善百姓的出行条件，架起群

众的致富通道，凤县今年投入 2000 多

万元，新修通组道路 80 余公里，新建

修复桥梁 11 座，修复农村水毁道路 64

公里，串起了节节路，实现了组组通，

解决了群众的行路难、过河难、农副产

品销售难问题。此外，还投资 1.28 亿元，

建设总长 6 公里的省道 212 凤县县城

过境段改线工程，将把 2.5 平方公里的

城区骨架一次性拉大 5 倍。

小巷变靓居民笑，重点项目系着百

姓心。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在城区

商贸购物布局上，在农村危旧房屋改造

上……每一个重点项目的实施建设，凤

县都从群众反映最强烈、关系最直接、

要求最迫切的问题着手，

千方百计来提高广大群众

的幸福指数。

优质服务让投资企业多起来
“我们抓好优质服务，就是要让更

多的优秀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强得起。”

凤县县长郑维国说。

今年以来，凤县围绕转型升级，全

面加快新型工业化建设步伐，实行“一

个重点项目、一名县级领导包抓、一套

班子协调、一个方案推进、责任人一抓

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机制，全力推

动项目建设。

征地拆迁是项目建设中的难题，总

投资 5 亿元的市级重点项目——凤县石

材产业园在建设用地上居住着 24 户村

民，县工信局和镇干部一边做好思想动

员工作外，一边征集群众对安居房的要

求，组织专业资产评估公司对村民原有

房产估价，迅速开建高标准的安居房。

在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 24 户群众在镇

村干部帮助下，只用了一天时间，全都

搬进了临时居所。企业负责人蔡墩杰说，

在这里只用了 2 个多月，就完成了搬迁

任务，既节省了不少成本又加快了建设

进度，这种细致周到的服务真让我们感

动。

为推进新签约项目尽快开工，凤县

还要求相关部门深入了解企业注册、立

项审批、职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并在 3 天内予以解决。同时将各

项审批环节总数从以前的 233 个缩减到

现在的 180 个，需要提交的各项资料数

量下降了 25%， 69 个科（股）室缩减

到现在的 36 个科（股）室，为企业减

免行政审批相关费用 1195 万元。

一流的服务水准，过硬的干部作

风，优质的投资环境，引来了国内 500

强龙源电力集团，引来了国家级高新技

术 500 强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引来了世界 500 强西班牙歌美飒

（北京）开发有限公司……这些“金凤凰”

纷纷入驻凤县，抢占高地，投资兴业。

这些重点项目，正悄然改变着凤县

城乡面貌，为推动当地经济转型升级和

跨越赶超注入着新的强大动力。

——凤县奋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综述

今年以来，河口镇党委、政府围绕富

民强镇目标，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立镇、

药菜兴镇、生态美镇、商贸活镇”四大战

略。同时，针对日常工作、农村问题探索

出六个具体解决办法，有效改进了镇、村

干部工作作风，提升了党员干部服务能力。

——针对接待费用支出多的问题，推

行镇、村两级公务“零接待”制度。中央“八

项规定”出台后，河口镇党委强力推出公

务“零接待”制度，明确要求在镇上，必

须严格实行公务接待“廉政灶”制度；在

村上，干部下乡一律在村民家中吃便饭，

并支付每人每餐 5 元的饭费，镇、村两级

不得有任何形式的饭店接待。经统计，仅

今年 1—11 月，镇政府接待费用较去年

同比减少 3.7 万多元，减幅达 86.3%。

——针对群众办事难找人的问题，探

索建立机关“AB 岗”制度。乡镇机关干

部都是身兼数职，在下村、出差后，许多

群众前来办事却找不到相应干部。面对这

一突出问题，河口镇探索建立了机关“AB

岗”制度，根据干部业务分工和工作地点

建成了 12 组“AB 岗”，要求互为“AB 岗”

的干部要相互掌握彼此的工作，当有群众

前来办事而业务干部外出时，由另一方为

其办理相关业务，有效减少了群众走冤枉

路的现象。同时，镇党委积极开展“三级”

便民服务，采取镇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

村级便民服务站代理办、便民服务车下村

办，全方位的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

效的惠民服务。

——针对机关例会效果差的问题，探

索推行脱稿式汇报。河口镇坚持实行周一

例会安排工作、周五例会汇报进展例会制

度，但在实际工作中效果不佳。面对这一

问题，河口镇党委在机关例会中探索采取

领导点名提问，干部脱稿汇报的方式，既

缩短了会议时间，又提高了督促效果，有

效改进了会风，转变了作风，提高了效能。

——针对年轻干部基层工作经验不

多、能力不足的问题，探索采取五项举措

培养年轻干部。一是量身打造镇机关“河

口大讲堂”，着力提升年轻干部综合素质。

二是建立书记谈话机制，帮助新调入的年

轻干部尽快熟悉工作环境、调整工作状

态。三是探索建立年轻干部“2+1”传帮

带工作机制，促使年轻干部尽快进入工作

角色。四是开通 QQ 群交流平台，用现代

化的方式为年轻干部交流成长创造条件。

五是外出学习干部回来后，向机关全体干

部传达自己学到的知识内容和个人感悟，

介绍外地工作经验和创新举措，扩大了学

习范围，开阔了干部眼界。

——针对农村产业发展缺技术、少销

路等问题，探索创建“土专家”便民服务

联系卡。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调研

工作中，面对农户在产业发展中缺技术、

少销路这一难题，河口镇党委通过调查摸

底，精心遴选了 92 名产业发展大户、技

术能手、农民经纪人等实用技术人才，将

其分为种植和养殖两大类 16 个小类，把

这些“土专家”的姓名、专长、联系电话

印制成“土专家”便民服务联系卡，并将

印制的 1000 份联系卡发放给农户，使他

们在产业发展中遇到难题能够方便的联

系到技术专家，在需要销售农产品使能够

迅速的联系到经纪人。

——针对农村党员教育管理难的问

题，探索搭建“党员短信教育管理服务平

台”。面对农村党员居住分散，外出务工

人员较多，党员教育难、管理难这一突出

问题，河口镇党委经过探索研究，迅速开

通了“党员短信教育管理服务平台”，通

过向党员群发短信的方式，将手机党课、

信息沟通、办事咨询、党员服务集于一体，

实现了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即时化、经常化

和双向互动。截止目前，平台已录入党员

400 人，发送短信 4400 余条，开展互动

3 次。

                 （杨  鑫 吴瑞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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