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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实际 服务群众

新兴纺织城是我

市 2014年商贸类十

大重点项目之一，该

项目预计投资 2.2亿

元，商业建筑面积约

为 5.5万平方米，是

一家以布艺、布匹、床

上用品、针织品、缝制

机械等加工、仓储、批

发、零售为一体的大

型专业市场。建成后

将成为晋陕豫黄河金

三角地区最大的纺织

品市场。

张跟慧 崔选荣摄

侯马市全力打造绿色宜居生态家园
本报讯(记者 李卫红)

!环境提

升年"活动进入集中整治阶段以来#

侯马市加大整治工作力度# 围绕重

点#明确责任#量化指标#狠抓落实#

!五大提升工程"成效显著#全力打

造和谐$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

大气环境提升工程方面# 该市

加大对二次扬尘污染的治理力度%

按照建筑施工工地环保管理要求#

对城市建成区工地设置了环保监督

牌#实施原材料绿网覆盖#所有工地

配备了车辆冲洗设施% 住建$交通$

公路部门按照各自管辖路段# 整治

车辆和道路扬尘#重点对侯马西站$

侯北工业园区道路加大洒水频次#

减少扬尘污染%

水体质量提升工程方面# 该市

进一步强化对涉水企业的环保监

管% 严厉查处偷排$ 漏排等违法行

为# 特别对危险化学品和涉重金属

生产企业$ 车间$ 管网进行重点监

管#严防环境事件发生% 平阳重工中

水回用工程已建成投入运行# 十余

家畜禽养殖企业已完成污染治理要

求#所有废弃物全部综合利用%

城乡清洁提升工程方面# 该市

实施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工

程#目前#场内处理间$设备间$厌氧

反应池等设备设施已配套健全#正

进行安装$调试% 实施垃圾压缩转运

站建设工程#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

办公区装修已完成 90%;厂区地基

基础建设全部完成# 停车场地面硬

化基本完成%

交通秩序提升工程方面# 环保

与交警部门加强联动# 加大机动车

尾气环保监测$发标$上

路检查# 严厉打击冒黑

烟的机动车上路行驶% 针对程王路$

紫金山北街部分路段封路施工的现

况#专门抽调 15名民警对施工路段

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管控#积极配合

市政部门开展工作%

生态环境提升工程方面# 截至

目前#紫金山5000亩荒山绿化完成

栽植工程2000亩#完成育林坑工程

4000亩;汾河大坝护岸林带病虫防

治完成80%#带内杂草清除70%%

此外# 为推动 2014年至 2015

年绿化工作顺利开展# 自 7月 1日

起#该市林业站$森防站$种苗站$要

改办$ 技术站深入三乡两办# 进行

2014年至 2015年农村绿化规划设

计 # 并于 7月 10前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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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新民:乡亲信赖的好村医
本报记者 崔选荣 张跟慧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光芒，那

就是坚韧不拔、扎根基层、救死扶伤

的高尚情怀。他用自己高超的医术

和动人的事迹谱写了当代青年平凡

又感人的赞歌。
&&&题记

!现在扎针还怕不怕& "!我早都

不怕了#因为一点都不疼' "正在接

受推拿的小姑娘微笑着对曲新民

说%今年刚满40岁的曲新民是新田

乡牛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自从临

汾卫校毕业后# 就把自己的青春奉

献给了乡村卫生事业%

在新田乡牛村# 说起村医曲新

民#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们#都会

翘起大拇指(!这小伙#医术高$没架

子#大伙儿信赖他% "

村医是个辛苦活#一个医药包$

一辆自行车# 跑遍了村里的家家户

户)村医更是个良心活#他用自己的

精湛医术# 为一个个病人解除了痛

苦#送去了欢乐%

曲新民深知自己学历不高$医

术有限#在工作之余#勤于学习#乐

于钻研#经过多年的实践#他结合民

间偏方探索出了一套 !绿色疗法"#

对治疗儿童发烧很有效果%

牛村一个叫王娜的小女孩#由

于体质原因# 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因

上呼吸道感染而发烧# 一发病父母

就带她到邻近的医院输液# 一次花

费少则三 $四百元 #多则六 $七

百元% 听说曲新民对治疗儿童

发烧有一套法子# 他的父亲王

春安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找

曲新民%曲新民根据孩子的病因#采

取拔罐$扎针$放血等中医疗法#为

小王娜精心诊治% 王春安说(!经过

曲大夫几次治疗# 孩子现在已经一

年多没有再犯过病# 而且每次的花

费多不过百十元 # 有的时候还免

费' "

曲新民的医术不仅得到牛村村

民的认可#邻近的下平$东高$西高

等村的老百姓也常常慕名而来% 不

管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曲新民一

视同仁#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

'下转第二版%

续文碧率政协考察团
赴蒲县、隰县交流学习

本报讯（记者 秦明忠）7月 9日*

10日#市

政协副主席续文碧带领由市商务局$人社局$工商

联$浙江商会$建材商会等部门单位和团体人员组

成的考察团#赴蒲县$隰县交流考察#招商引资%蒲

县县委书记闫建国接见了考察团%

在蒲县政协主席史虎喜$ 隰县政协副主席苏

执生等的陪同下# 续文碧一行先后考察了蒲县安

隆物资综合市场$隰县畜禽定点屠宰厂$隰县梨博

园等10余家单位%详细了解了这些单位在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蒲县副县

长张鹏$ 隰县副县长景生龙分别向考察团介绍了

本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考察团分别向两县全

面介绍了我市区位交通优势和实施 !三三战略"#

尤其是振兴商贸经济$招商引资$发展商贸加工业

优惠政策等情况%续文碧表示#欢迎两县的企业家

和各界人士到我市考察投资# 我市可以充分发挥

公路铁路$海关商检$商贸物流$人才等优势#在外

贸出口$人才培训$商贸业投资等方面#加强与各

县的合作#取得双赢% 我市商务$人社等部门和企

业代表#在农村人才培训$劳务输出等方面分别与

两县有关部门进行了接洽协商%闫建国表示#希望

两县市多交流沟通#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加强合

作#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全市农村扶贫开发
建档立卡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丽琴）7月 14日#全市农村

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会议召开% 副市长梁清燕

及各相关部门$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50余人参加

了会议%

会上# 市开发办负责人对建档立卡工作作了

详细地讲解和部署) 市农委负责人对下乡工作队

的具体任务和要求进行了安排和强调%

副市长梁清燕就如何切实把这项惠及贫困农

民群众利益的实事办实$办好强调了四个重点(一

是准确把握贫困识别)二是信息采集要全面准确)

三是严格识别程序和完成时限) 四是管理监测要

动态调整%同时提出五点要求(

1.切实加强领导%

2.

宣传工作要到位%

3.工作流程要严格规范%

4.加强

驻村力量%

5.结对帮扶要出实效% 梁清燕最后指

出# 做好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意义重大# 任务

重# 时间紧# 有关部门和各乡办要按照会议的部

署#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扎实工作#确保扶贫

对象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高质量完成%

7月11日，我市召开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工作

会议，标志着我市以“三亮三诺三服务三评议”为

主题的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这项活动有利于建立

健全在职党员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是践行群众路

线的重要载体。在职党员深入社区后要服务社区

建设，服务居民群众，服务困难群众。根据统一部

署，在本月底前要完成报到工作。 元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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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实施原材料绿网覆盖#所有工地

配备了车辆冲洗设施% 住建$交通$

公路部门按照各自管辖路段# 整治

车辆和道路扬尘#重点对侯马西站$

侯北工业园区道路加大洒水频次#

减少扬尘污染%

水体质量提升工程方面# 该市

进一步强化对涉水企业的环保监

管% 严厉查处偷排$ 漏排等违法行

为# 特别对危险化学品和涉重金属

生产企业$ 车间$ 管网进行重点监

管#严防环境事件发生% 平阳重工中

水回用工程已建成投入运行# 十余

家畜禽养殖企业已完成污染治理要

求#所有废弃物全部综合利用%

城乡清洁提升工程方面# 该市

实施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工

程#目前#场内处理间$设备间$厌氧

反应池等设备设施已配套健全#正

进行安装$调试% 实施垃圾压缩转运

站建设工程#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

办公区装修已完成 90%;厂区地基

基础建设全部完成# 停车场地面硬

化基本完成%

交通秩序提升工程方面# 环保

与交警部门加强联动# 加大机动车

尾气环保监测$发标$上

路检查# 严厉打击冒黑

烟的机动车上路行驶% 针对程王路$

紫金山北街部分路段封路施工的现

况#专门抽调 15名民警对施工路段

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管控#积极配合

市政部门开展工作%

生态环境提升工程方面# 截至

目前#紫金山5000亩荒山绿化完成

栽植工程2000亩#完成育林坑工程

4000亩;汾河大坝护岸林带病虫防

治完成80%#带内杂草清除70%%

此外# 为推动 2014年至 2015

年绿化工作顺利开展# 自 7月 1日

起#该市林业站$森防站$种苗站$要

改办$ 技术站深入三乡两办# 进行

2014年至 2015年农村绿化规划设

计 # 并于 7月 10前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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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新民:乡亲信赖的好村医
本报记者 崔选荣 张跟慧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光芒，那

就是坚韧不拔、扎根基层、救死扶伤

的高尚情怀。他用自己高超的医术

和动人的事迹谱写了当代青年平凡

又感人的赞歌。
&&&题记

!现在扎针还怕不怕& "!我早都

不怕了#因为一点都不疼' "正在接

受推拿的小姑娘微笑着对曲新民

说%今年刚满40岁的曲新民是新田

乡牛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自从临

汾卫校毕业后# 就把自己的青春奉

献给了乡村卫生事业%

在新田乡牛村# 说起村医曲新

民#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们#都会

翘起大拇指(!这小伙#医术高$没架

子#大伙儿信赖他% "

村医是个辛苦活#一个医药包$

一辆自行车# 跑遍了村里的家家户

户)村医更是个良心活#他用自己的

精湛医术# 为一个个病人解除了痛

苦#送去了欢乐%

曲新民深知自己学历不高$医

术有限#在工作之余#勤于学习#乐

于钻研#经过多年的实践#他结合民

间偏方探索出了一套 !绿色疗法"#

对治疗儿童发烧很有效果%

牛村一个叫王娜的小女孩#由

于体质原因# 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因

上呼吸道感染而发烧# 一发病父母

就带她到邻近的医院输液# 一次花

费少则三 $四百元 #多则六 $七

百元% 听说曲新民对治疗儿童

发烧有一套法子# 他的父亲王

春安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找

曲新民%曲新民根据孩子的病因#采

取拔罐$扎针$放血等中医疗法#为

小王娜精心诊治% 王春安说(!经过

曲大夫几次治疗# 孩子现在已经一

年多没有再犯过病# 而且每次的花

费多不过百十元 # 有的时候还免

费' "

曲新民的医术不仅得到牛村村

民的认可#邻近的下平$东高$西高

等村的老百姓也常常慕名而来% 不

管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曲新民一

视同仁#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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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文碧率政协考察团
赴蒲县、隰县交流学习

本报讯（记者 秦明忠）7月 9日*

10日#市

政协副主席续文碧带领由市商务局$人社局$工商

联$浙江商会$建材商会等部门单位和团体人员组

成的考察团#赴蒲县$隰县交流考察#招商引资%蒲

县县委书记闫建国接见了考察团%

在蒲县政协主席史虎喜$ 隰县政协副主席苏

执生等的陪同下# 续文碧一行先后考察了蒲县安

隆物资综合市场$隰县畜禽定点屠宰厂$隰县梨博

园等10余家单位%详细了解了这些单位在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蒲县副县

长张鹏$ 隰县副县长景生龙分别向考察团介绍了

本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考察团分别向两县全

面介绍了我市区位交通优势和实施 !三三战略"#

尤其是振兴商贸经济$招商引资$发展商贸加工业

优惠政策等情况%续文碧表示#欢迎两县的企业家

和各界人士到我市考察投资# 我市可以充分发挥

公路铁路$海关商检$商贸物流$人才等优势#在外

贸出口$人才培训$商贸业投资等方面#加强与各

县的合作#取得双赢% 我市商务$人社等部门和企

业代表#在农村人才培训$劳务输出等方面分别与

两县有关部门进行了接洽协商%闫建国表示#希望

两县市多交流沟通#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加强合

作#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全市农村扶贫开发
建档立卡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丽琴）7月 14日#全市农村

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会议召开% 副市长梁清燕

及各相关部门$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50余人参加

了会议%

会上# 市开发办负责人对建档立卡工作作了

详细地讲解和部署) 市农委负责人对下乡工作队

的具体任务和要求进行了安排和强调%

副市长梁清燕就如何切实把这项惠及贫困农

民群众利益的实事办实$办好强调了四个重点(一

是准确把握贫困识别)二是信息采集要全面准确)

三是严格识别程序和完成时限) 四是管理监测要

动态调整%同时提出五点要求(

1.切实加强领导%

2.

宣传工作要到位%

3.工作流程要严格规范%

4.加强

驻村力量%

5.结对帮扶要出实效% 梁清燕最后指

出# 做好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意义重大# 任务

重# 时间紧# 有关部门和各乡办要按照会议的部

署#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扎实工作#确保扶贫

对象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高质量完成%

!

主 流 媒 体 看 侯 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