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开展环境卫生百日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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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要突出重点领域!把
握关键环节!综合施策!精准施治!

确保各项准备工作部署到位"人员
到位"责任到位"落实到位# 要深刻
认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重
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
期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准确把
握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现状"形
势和挑战$要把迎检工作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切实做好迎检相关准备
工作$要坚决做到千万不能有侥幸
心理!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千万不

能被动应付%三个千万不能&$要夯
实工作责任!严肃工作纪律' 要落
实指导责任"督查责任"整改责任$

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做到从严监
管 "从严执法 "从严问责 %三个从
严&!建好工作台帐和问题清单!列
出详细路线图和时间表!按照整改
时限整改到位'

段慧刚强调!各乡(办)和责任
部门要迅速行动 !认真部署 !层层
发力!协调联动 !强力整治城乡环
境卫生!做到不留死角治 %脏 &!不

留情面治 %乱 &!不留余地治 %差 &$

要强化领导"细化措施"压实责任!

列出清单"限定时间"挂图作战!坚
决做到在目标任务上不讲条件!在
执行环节上不搞变通!在工作标准
上不打折扣 $要强势推进 !持续开
展大气污染治理!扎实推进水土污
染防治! 大力实施植树造林工程!

以实际行动全面打赢这场环境卫
生整治和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战!创
造一个整洁 "优美 "舒适的宜居宜
业环境'

新田乡凤城乡扎实推进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
! !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培华"为全面推进环境卫生
百日综合整治活动开展! 扎实做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迎检工作!

"

月
#

日! 新田乡开展环境卫生检查评比活
动! 对全乡农村环境卫生百日综合整治工作进行回头
看' 自环境卫生百日综合整治活动开展以来!新田乡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认真部署!广泛动员!工作中坚持%周
督查!月检查!季度评比&的方式!强化检查考核!多措
并举推动全乡整体环境卫生的改善'

近日! 凤城乡西赵村结合环境卫生百日综合整治
工作和植树造林! 大力开展进 村主道路和田间道路
垃圾清理"植树绿化工作' 据统计!共栽植各种苗木达
$%&&&

余株!投资
%&

余万元'

高村乡上下联动再掀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高潮
' !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李培华" 开展环境卫生大整
治!建设美丽新高村' 连日来!为了扎实做好迎接国家
卫生复审和环境卫生百日综合整治工作! 高村乡对相
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上下联动!全民动员!掀起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新高潮' 高村乡党委"乡政府组织各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各站"所负责人!召开百
日环境卫生大整治推进会' 会议要求!各党支部书记"

党员"干部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把环境卫生百日综合
整治作为当前全乡的中心工作来抓! 要不断强化组织
领导!狠抓工作落实!加强监督问责!确保该项工作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 各村"各单位及包联领导对责任分
工要进一步细化!同时要以此次整治活动为契机!积极
探索乡村环境卫生治理的长效机制'

当天会议之后!全乡干部迅速深入一线!与广大村
民一起清理沿路两侧杂草"枯枝烂叶"绿化带和林带垃
圾!对卫生死角"长期堆积的垃圾!动用铲车"卡车进行
突击清理' 当日出动清扫人员

(&&

余人!使用机械"车
辆

)&

余辆!清理垃圾
(&&

余方'

环卫局开展
全民清洁家园公益月活动

' '

本报讯!通讯员 薛方 王锋"自我市启动%学雷
锋见行动*全民清洁家园&公益月活动以来!市环卫局
广泛动员!积极部署!对市区环境卫生展开大规模集中
整治'

在公益月期间 ! 环卫局共出动一线清扫清运工
"&&

余人次!各类环卫车辆
$$&

余车次!清理
*#*

+海
军街"文明路"油厂东等地杂草积叶

#"&

余吨!清运清
真寺" 骨科医院" 配件厂" 新田公路段等地无主垃圾
(#&

余吨! 并采用人工清洗与机械清洗相结合的方式
对我市主次干道"人行道"马路沿及

%&&&

余米的隔离
栏进行了全面清洗'

通过一个月的卫生整治! 基本消除了市区主要道
路杂草落叶积存"无主垃圾乱堆乱倒的现象!进一步提
高了我市的环境卫生质量'

深入开展环境卫生百日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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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系统举办“落实‘两论立部’建设‘四个侯马’演讲会”
' '

本报讯 !记者 秦明忠"

"

月
+

日上午! 市委宣传系统举办 %落实
,两论立部-建设,四个侯马-讨论演
讲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政府
党组成员张清江! 市职业中专学校
党委书记"广电中心主任石莹!市委
宣传部和系统各单位负责人" 干部
员工

%&

余人出席演讲会'各单位选
派的

,

名党员干部! 紧扣 %两提一
创&大讨论活动主题!结合各自的工
作实践!先后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张清江对各位选手的演讲给予
了充分肯定' 他指出! 在宣传系统
%两提一创& 大讨论活动的第一阶

段!各单位严格按照活动方案!开展
了认真地学习! 组织了理论测验和
考试!举办了

)

次演讲活动!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绩和许多可借鉴的经
验' 一是领导重视!组织有序!掀起
了大讨论活动的热潮$ 二是各单位
领导带头! 发挥了很好的表率示范
作用$三是学干结合!效果明显!全
体干部员工焕发了崭新的精神面
貌!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 同时!

他也客观分析了存在的各单位活动
开展情况不平衡" 学习目的还没有
完全达到等不足和缺陷'

关于下一阶段的活动!张清江

要求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 !以开放
性的思维找差距! 针对薄弱环节!

制定个性化的活动方案$二是要从
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和人员实
现全覆盖$三是要结合自己的工作
实际!开展活动!查找问题!防止脱
离实际 $四是各单位要建立 %曝光
台&!公示每个工作岗位的标准"要
求和每个人的能力" 差距和不足$

五是做好评先树标活动!树立好典
型!总结好经验!在全市推广!促进
%两提一创&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

取得实效'

市公安局民警在彭真故居重温入党入警誓词
' '

本报讯!特约记者 郭清海"为
进一步引深%讲政治"知敬畏"守规
矩&专项治理活动!

(

月
(#

日上午
-

市公安局党委组织民警在彭真故居
举行重温入党誓词"入警誓词活动!

缅怀彭真同志丰功伟绩! 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该局党委班子成员"各科
室所队民警"党员代表和武警"消防
官兵共

.&

余人参加活动'

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师安平向彭真铜像敬献花篮!全
局民警向彭真同志铜像致三鞠躬

礼' 在马铭"赵小林的带领下!全局
民警英姿飒爽! 整齐列队! 精神饱
满!高举右手!齐声宣誓.%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成为一
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
人民//&铿锵的誓言!字字千钧!

表达了全体民警庄严的承诺+ 坚定
的决心和奋发向上的情怀'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入警誓词
活动! 进一步激发了民警的职业荣
誉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

强了公安队伍的向心力+凝聚力+战
斗力和执行力'全体民警纷纷表示!

要以%讲政治+知敬畏+守规矩&专项
治理活动为契机! 自觉在实践中加
强党性锻炼!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
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忠
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
律! 忠诚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
和光荣使命!端正从警动机!修正价
值取向! 在各项公安工作中奋勇争
先!勇创一流!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保驾护航'

我市举办淘宝大学县域电子商务宣讲培训会
' '

本报讯 !记者 张留高"

"

月
+

日! 我市举办淘宝大学县域电子商
务宣讲培训会' 副市长梁明军及各
乡(办)负责人+各村支部书记共计
#&&

余人参加培训会'

此次培训邀请淘宝大学资深讲

师进行授课! 就业务下行及农产品
上行! 县到村的服务下行与商品下
行!村到村的服务下行与商品下行!

以案例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业务该如
何去做! 另外还详细介绍了农产品
上行部分的组成'

通过此次培训!学员们提高了电
子商务理论水平!感受了实体经济与
网络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学习了
先进地区发展县域电商的经验做法!

启发了发展县域电商的思路!进一步
增强了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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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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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络中心组

织党员干部参观

了全市廉政书画

摄影与民间艺术

作品展 # 大家表

示 #要固本培元 $

补钙壮骨 $ 引以

为戒 # 以优良党

风 带 动 社 风 民

风 #为建设绿色 $

宜居 $开放 $文明

侯 马 做 出 新 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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