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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牛村党支部书记安

涤新说 !曲大夫不止医术高 !人品

更好! 村里群众谁有个头痛脑热!

谁家老人小孩不舒服! 打个电话!

他便很快上门送医送药" 农村老百

姓经常干粗活! 难免擦破点皮肉!

到卫生所抹点药#包扎一下 !曲新

民从没收过钱"

村民董增科年老体弱!常年服

药!妻子董凤兰肢体残疾 !瘫坐在

轮椅上已经多年" 一个阴雨天!董

凤兰身体突然出现不适!情形十分

危急!曲新民见状立即和董凤兰的

儿子董红杰用摩托车把她送到安

定医院进行救治 ! 等一切安顿好

后!他才悄然离开"

56岁的村民孙翠萍说起曲新

民的为人!神情有点激动"

2012年

7月! 她的丈夫因为患有脑瘤在太

原市一家医院做了手术之后!一直

高烧不退! 院方说病人无法再治

疗!让他们回家去" 回到村里后!曲

新民坚持每天上门给病人输液#消

炎#退烧!不顾脏累更换尿袋!想尽

一切办法减轻病人的痛苦! 直到患

者去世" $为了我家当家的!曲大夫

吃了不少苦! 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

过!真是个好人啊% &孙翠萍说"

说起这些年的酸甜苦辣! 曲新

民淡淡地一笑:$我只是尽了一个村

医的职责而已! 能为老百姓解除病

痛!是我最大的心愿% &近20年来!

他就这样在这个艰苦而又平凡的岗

位上!用心书写着自己的人生画卷"

图为曲新民正在为小患者针灸

市财政严把“三关”

确保农发资金规范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 周东瑞 胡春敏）为确保全

市项目建设用款需求!市财政严把$三关&!切实加

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管理"

一是严把资金投向关" 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

向上!建立并执行项目库制度!按照$突出重点#兼

顾一般#择优扶持#效益优先&原则择优选取!保证

资金使用的准确性#合理性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二是严把资金拨付关" 实行$专户存储!专人管

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和$先干#后

验#再报&的拨款程序!确保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规范

运行!并严格会计制度!杜绝大额现金支出#白条入

账"

三是严把资金监督关" 建立健全财政和农发办

检查相结合!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事前规

划# 中期检查和竣工验收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

推动监督检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凤城乡 突出“四字”列清单
本报讯（通讯员 宋海芳）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凤城

乡党委领导班子率先垂范!下决心!

动真格!带头查找问题!列出$四风&

清单!主要突出$实#准#精#深&!通

过 $自己查 #相互找 #领导评 #群众

寻&四项举措来查找自身存在的$四

风&问题!确保了教育实践活动顺利

开展"

一是突出$实&字!个人认认真

真自查" 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对照

$四风&问题的表现!逐条进行对照

检查!敢于亮$丑&!查找出自身存在

的问题"

二是突出$准&字!班子成员相

互找"领导班子之间#干部之间开诚

布公!敢于揭短!通过谈心谈话等形

式! 相互找出存在的问题! 互提意

见!共同提高"

三是突出$精&字!班子一把手

亲自评" 党委一把手结合班子成员

的平时工作及表现!不讲情面!提出

意见和建议!帮助党员干部发现自

身存在问题"

四是突出$深&字!向农民群众

寻问题 " 班子成员深入到农村农

户!不走过场!不走形式!向群众征

求意见建议 !倾听群众呼声 !真心

实意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凤城乡党委领导班子在查找

问题列清单上! 做到剖析自己不怕

严!摆出问题不怕丑!提出问题不怕

痛!力求把问题找对#找实#找准#找

透! 为下一步开好民主生活会打下

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凤城乡领导班

子和党员干部共查找到$四风&问题

200余条"

新 田 乡 全 力 做 好 防 汛 备 战
本报讯（通讯员 郭斐斐）为切

实做好今年的防汛工作! 新田乡及

早安排部署! 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

态!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确保辖

区人民群众平安度汛"

责任落实到位" 召开防汛工作

专题会议!成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

落实防汛责任制! 真正把防汛责任

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

隐患排查到位" 加大隐患排查

化解力度! 要求相关责任人对责任

区认真排查!加强巡逻!预防危害人

民生命财产的事件发生"

信息反馈到位" 认真关注天气

情况 ! 对可能出现暴雨天气的情

况! 通过电话形式通知到各村!做

到值班电话# 包片包村干部 24小

时通讯畅通!以便及时掌握和处理

情况"

人员准备到位" 以 25个村'社

区(为基础!抽调年富力强#经验丰

富的民兵和乡机关工作人员成立抢

险队伍!形成乡#村两级联动的应急

网络"

降低准入门槛
支持“名牌战略”
———访市工商局局长程世斌

振兴商贸经济!是我市实施$三三战略&的重

要内容" 结合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我局将在以下三

个方面采取措施! 全力支持和服务全市商贸经济

工作)

一是按照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要求! 降低准

入门槛!全面推开公司注册资本实行认缴登记制"

公司不再提供验资证明文件!不再登记实收资本*

对列入我市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 我局指定专人

负责!开展预约#延时#全程陪同#急事急办#特事

特办等形式多样的人性化服务"

二是支持引导商贸企业$立品牌#创名优&" 鼓

励商贸企业注册自己的商标!创立自己的品牌" 争

创知名#著名和驰名商标!帮助企业走品牌发展之

路" 目前!我市商标总数在去年的173件基础上又

新增了 23件!达到了 196件!全市知名商标总数

达到10件!著名商标总数达到了13件"

三是继续抓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推荐认

定活动" 积极引导全市商贸企业诚实守信!营造信

用环境!积极参与到此项活动中来!进一步推进企

业引用自律#营造信用的市场环境!促进商贸经济

的繁荣发展" 秦明忠 整理

扎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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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市文

化产业重点建设

项目的晋园文化

城，项目总投资

约 4.5亿元，占

地 154.9亩，其

中一期占地为

102亩。项目建

成后可容纳商户

1000余户，流动

经营户2000户。

目前该项目正在

加紧建设当中。

王丽琴 摄

《侯马盟书字表
（试行版）》出版
本报讯（记者 王丽琴）日前!由侯马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 市委书记李朝旗和市长王煦杰

共同策划!李朝旗作序!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会长

张守中主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政府党组成

员李俊胜等执行主编的+侯马盟书字表'试行版(,

出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侯马盟书&是最早用毛笔字书写的公文!作

为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一种承前启后的文字!是

东周时代晋国文字的代表! 而且盟书更近于现代

书法艺术!具有深层的内涵和研究价值"

$侯马盟书&利用侯马地域优势和文化资源!

为当今社会服务! 既是文物博物馆向全社会进行

全方位的科普!又是晋国所特有的书法法书艺术"

+侯马盟书字表'试行版(,的出版!为广大书法爱

好者提供了一本不可多得的书法资料! 为大家献

上一份精美的文化大餐"

据悉!编委会将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

力量#修改刊物#增加内容!在一至两年的时间内

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