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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时评

中共凤县县委第十四届七次全体（扩大）会召开
张校平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郑维国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腾讯、新浪微博：凤县宣传，微信公众平台：凤县好声音，欢迎关注！

全委会前晒项目

中共凤县县委十四届七次全体会议在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了。这次会
议高度概括了上半年全县各项事业取得的
新成就，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县面临的挑战
和考验，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经济发展工作。县委书记张校平在会上
所做的重要讲话紧贴县情民意，紧扣时代
脉搏，充分体现了县委继续深入解放思想、
大力变革创新、敢于担当突破的精神品质；
充分体现了县委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坚
定信心、凝聚力量、同舟共济、克难奋进，
打造县域经济升级版、全面建设幸福凤县
的坚定信心。

如今，会议对各项工作的部署已经十
分明确，工作方向更加具体、发展蓝图更
加清晰，新征程的冲锋号已然吹响。下一
步的关键就是要咬定目标，把思想行动统
一到会议精神上来，把心思和智慧聚集到

工作上来，心无旁骛地促稳定谋发展，聚
精会神、不折不扣抓落实。

不可否认，今年是我县发展历史上非
常困难的一年，压力巨大，挑战前所未有。
但是，登山已经爬到半坡，马拉松已经跑
到中点。目标就摆在那里，一点也不会主
动向我们靠近；问题就摆在那里，一点也
不会自动减少；困难就摆在那里，一点也
不会自发消解。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障碍，破解阻碍发展的各类难题，实现加
快发展、超常规发展，我们唯有向最坏处
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鼓作气、一拼到底，
才能一举夺取胜利果实。

近年来，凤县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一马平川，即使是近几年赶超式的快速
发展，也往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会与困
难同在，阳光与风雨相伴。由此我们特别强
调以高目标引领、高强度推进、高效率落实
为核心内容的“三高精神”。即使外部环境一
时无法改变，凤县发展的内生动力也从来没
有懈怠过。凤县取得的一切成绩，无不是凭
着一股子勇猛的劲头、一种敢闯敢冒、苦干
实干的精神干出来的。而一路上扬的发展势
头也表明，我们的环境并不比别人差，我们
的队伍并不比别人弱，我们的后劲和潜力还
有巨大的释放空间。只要我们不断加压而不

气馁，不断鼓劲而不泄气，不断进取而不裹
足，不断创新而不僵化，不断自省而不自满，
我们就一定能发展得越来越好，不断超越自
我，赶超先进，加快实现“幸福凤县”的宏
伟目标。

咬定目标不放松，坚定执着拼到底。
越是到紧要关头，越不能“一篙松劲”、半
途而废。只要心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的志气和勇气，就一定能克服前进路上的
一切困难，攻克一座座堡垒。这样，我们
的未来就不是梦，我们的事业终将成功！
现在，就让我们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认
真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以等不得的使
命感、拖不得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
咬定目标、振奋精神、心无旁骛、迎难而上，
不断谱写幸
福凤县的新
篇章！

本报讯  “工作做得怎么样，现场亮个像 ......”8 月 3

日，县委全委会召开前夕，全体县委委员及列席人员顶着烈

日酷暑，分别由县委书记张校平和县长郑维国带领，深入全

县 9个镇的 19 个重点项目、重点工作现场进行了观摩学习。

半年来的工作成绩怎么样，亮点在哪里？以往开会委员

们都只能在报告中看到一串串数字，但是今年的全委会，为

了让大家对工作的成果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全体与会人员对

9个镇 19 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一次“盘点”。

“要是工作没点成绩，今天在这么多县领导和同仁面前，这

一关可不好过啊！”观摩结束后，唐藏镇党委书记王树民深有

感触。县委书记张晓平在全委会上说：“通过这种方式，既看出

了成绩，也看出了差距，更看出了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

目的就是为了逼出干部的压力，比出干部的干劲。”   （田俊雅）

本报讯  8 月 3 日至 8 月 4 日，中共

凤县县委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扩

大）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现场观摩和集中

开会的方式，对常委会 2014 年上半年工

作进行了认真回顾总结，对全县下半年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8 月 3 日，全体县委委员及列席人员

顶着烈日酷暑，利用一天时间分成北线、

南线两个组，分别由县委书记张校平和县

长郑维国带领，深入全县 9 个镇的 19 个

重点项目、重点工作现场进行了观摩学习。

参观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利用休息时间

对县委常委会工作报告进行了学习讨论。

8 月 4 日上午，县委书记张校平主持召开

了全体会议，并代表县委常委会发表重要

讲话。

攻坚克难 上半年工作稳中求进
报告指出，2014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

严峻的经济形势，县委常委会坚持“稳中

求进、好中求快”工作总基调，以加快发

展、转型突破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为目标，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凝

心聚力抓发展，持之以恒转作风，全县经

济社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上

半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61.2 亿元，增

长 12.5%；固定资产投资 84.9 亿元，增

长 29.1%。工业经济稳中有升，龙源风电、

唐藏石材园等项目进展顺利；旅游市场繁

荣有序，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蓬勃

发展，城乡基层

设施不断完善，

民生事业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成

绩可圈可点。

会 议 指 出，

上半年工作虽然

取 得 了 令 人 可

喜的成绩，但仍

然存在一些突出

问题：一是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进展不均

衡；二是重点项

目建设整体推进不理想，财政收入“虚胖”，

工业结构单一，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三是

少数党员干部作风还不实、思想还不够解

放，执行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些问

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坚定信心 凝心聚力谋发展
张校平在讲话中首先对凤县近年来取

得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深入客观分

析了凤县转型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并指出凤县经济转型发展目前有“省市重

视支持力度加大、重大交通投入拉动潜能

较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前期刺激

政策转化成果不断显现、强大精神动力作

支撑”等五个方面的利好条件。

张校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揽，以加快发展、

转型突破为主线，大力实施五大战略，全

力推进“六类特色凤县”建设，努力保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要紧紧围

绕破解财力难以为继、工业大而实力不强、

旅游特色多而效益不优、农业发展水平低、

基础设施滞后、扶贫攻坚任务艰巨、生态

保持好而发展空间不足七个问题、全力抓

好“项目带动、工业转型、壮大旅游三产、

农民增收、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

民生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等八个

方面的工作。

张校平强调，要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尤为重要。

他指出，目前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着精神

不振、激情不足，本领恐慌、办法不多，

缺乏韧劲、力度衰减；不敢担当、有位不

为；作风漂浮、不严不实等五个方面的突

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要标本兼治，

综合施策，持续发力，要从思想教育、深

化学习、领导带头等方面抓好党员干部的

日常管理教育，同时要开展专项整治，通

过严格考核奖惩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

弹回潮。

张校平指出，加强党的建设是搞好一

切工作的前提，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到了最需要上劲加油的时候，要按

照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着力推进县级

四大班子的整改落实，开好第二茬次专题

民主生活会，切实抓好第三茬次集中轮训

和集中整风等各项工作，确保活动取得看

得见的实效。

强化措施 紧盯目标抓落实
县委副书记、县长郑维国对下半年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他

强调，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

务，各级各部门要继续把项目建设作为“一

把手”工程来抓，强化措施加力推进；要

以保工业增长、加快工业转型为重点，多

措并举，全力推动；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

为核心，以市场化和商业化为方向，着力

抓好旅游三产工作；通过强产业、建体系、

促融合，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农民收

入持续增长；要把生态环保作为一项长期

性、战略性工作来抓，切实保护好凤县的

青山绿水；要全面提升县城建设管理水平，

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扎实推进扶贫托底

工程；全力抓好财政增收工作，加快推进

各项改革，解决好群众反映的民生问题。

郑维国要求，全县上下要认清形势，

解放思想，勇于担当，真抓实干，以义不

容辞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扎扎实

实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

目标任务。

上午 11 时，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

顺利闭幕。               

         （本报记者  田俊雅 何鹏）

咬定目标不放松  坚定执着拼到底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8 月 5 日上午，县委宣传部

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就贯彻全委会会议精

神及近期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会议要求，

宣传系统领导干部要深入领会本次全委会

上“一个报告”、“两个讲话”的精神实质，

把一切工作都要统一到会议确定的目标上

来，以全委会精神指导凤县宣传文化思想

工作再上新台阶；宣传系统全体领导干部，

要充分认识此次全委会对凤县转型发展的

重要性，把全委会精神与自身工作结合起

来，与指导当前和今后全县宣传文化思想

工作结合起来，全力以赴抓好全国文明县

城复检、扎扎实实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对外新闻宣传、文化旅游推介、理论教育

等中心工作；宣传系统全体干部要在学全、

学实的基础上，积极做好全委会精神的宣

传工作，把全县各级思想统一到全委会确

立的战略部署上来，把全县各级力量凝聚

到稳步推进经济发展上来，为建设幸福凤

县尽智出力。        （本报记者  田俊雅）

本报讯  8 月 5 日上午，河口镇召开

了县委全委会专题学习会议，镇党委提出

八项贯彻意见：一是要全面学习传达好全

委会精神，围绕全委会精神指导开展工作；

二是集中精力抓好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

并谋划 2015 年重点项目；三是培育新型农

业主体，加快农产品的策划和包装；四是

加快旅游三产建设，8 月中旬将举办一次

自驾游或户外活动，近期要完成旅游导视

牌安装、农家乐建设、农家宾馆建设三项

重点工作；五是集中力量，聚焦智慧，解

决重点信访问题；六是全力抓好防汛抗旱

工作，及时浇灌受灾的农作物；七是持续

抓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八是认真抓

好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好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查摆问题，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作风，提高科学

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确保第二环节取

得实效。                ( 倪波  李晓一 )

建设幸福新凤县学习全委会精神

河口镇：

八项举措贯彻全委会精神

县委宣传部：

全力以赴抓好全国文明县城复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