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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责任 舆论导向
贴近生活 服务群众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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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留高"

"

月
#$

!

%%

日" 市委书记王煦杰主持召开市委中心组
学习会议

&

市委副书记!市长段慧刚"市委副
书记!统战部长秦海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兴民"市政协主席田怀宇"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刘俊贤"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李俊胜"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郝爱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政府党
组成员张清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睿
煜"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李会平"市委常
委! 市委秘书长卢正中等中心组成员参加
学习#

会上"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两个 $实
施意见%"$人民日报%$山西日报%$临汾日
报%等新闻报道"系统学习了

%$

项内容#

在深入学习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后"与会领导结合各自思想&工作实际"交
流了学习心得体会" 并就今后贯彻落实讲
话精神& 做好各自分管领域工作提出了具
体举措#

就下一阶段的学习"王煦杰要求"各级
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学
习教育是贯穿始终的任务"要紧紧抓住'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和'维
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的契机"带头
学习践行" 进一步深化学习" 打牢改进作
风&改正不足的思想基础"切实发挥好示范
引领作用#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都要站在拥护核心& 维护核心& 服从核
心& 紧跟核心的高度" 进一步深化思想认
识"加强学习研讨"广泛深入宣传"切实增
强深学细研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不断深化
对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思想内涵&精神实质&

实践要求的理解和把握" 推动我市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 要紧紧围
绕主题"注重学习成效"学习贯彻习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是前提"贯彻
是关键# 要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

按照省委& 临汾市委的决策部署" 精准发
力&持续用力"紧密结合日常工作&学习&生
活实际" 精心谋划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的新
思路&新举措"把学习教育具体化&制度化&常态化"把学
习研讨的成果真正运用到深入实施'五大兴市战略(的生
动实践中"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做好'三农(工作&

推进脱贫攻坚和民生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工作中"做到学以致
用"用以促学"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奋力开创我市各项事
业发展新局面)要严明纪律规矩"强化监督检查# 严明纪
律规矩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治党原则" 是维护纪律权威
的重要体现"也是省委&临汾市委在各项工作中一以贯之
的主线和要求# 要以此为标杆和标尺"指引&指导每名党
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规范一言一行" 衡量自己& 检视自
己&改造自己"树立起先锋模范的'高线("坚守住合格党
员的'底线()要激发高度自觉"强化责任担当# 要认真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展'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
育"狠抓'三基(建设"要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
工作要求"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安全生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勇于担当&创新实干&狠抓落实"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对扶贫攻坚工作和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保障工作"

王煦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进一步提升认识&

拉高标杆&对标要求"强化责任担当"统筹兼顾"最大限
度提高工作精准率和群众满意度# 各部门要细化工作"

强化措施"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确保各项工作圆
满完成#

第三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并举办
我市皮影艺术团#晋狼粗布等文化产品参展或表演

' !

本报讯!记者 秦明忠"第三届
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

"

月
%(

日在中国
)

太原
*

煤炭交易中心拉
开大幕#我市的山西晋狼粗布&侯马
刺绣&梦逸美布艺&正兴家具等文化
产品参加了展览" 市皮影艺术团剧
目 $猪八戒背媳妇%

%"

日将参加演
出#

开展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骆惠宁"省委副书记&省长楼
阳生等省领导与有关嘉宾一同巡
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清宪出席
了文博会项目签约" 副省长张复明
主持签约仪式#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三晋*开放
山西(为主题"为期

+

天"共设有六
大主题区+文化三晋!转型崛起!开
放交流!多元融合!美丽山西!艺术

博览 "将组织展览 !交易 !论坛 !招
商!签约!推介!研讨!演出等精彩活
动

,((

场"其中主会场
$+,

场活动
涵盖了创意设计!新闻出版!影视动
漫!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融合!文
化金融! 文化旅游! 工艺美术等内
容, 展会期间"来自北京!上海!广
东!云南等

%-

多个省区市!港澳台
以及俄罗斯!英国!法国等

$-

多个
国家和地区及全省各市县区共

"--

余家参展商"前来参展交流交易,大
会共推出招商项目

%,"

个"总投资
$%$"

亿元)开幕当天上午举办了重
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洽谈" 现场签
约项目

",

个" 总金额达
%./0$1

亿
元, 博览会将组织召开 '开放的山
西(系列主题峰会论坛"突出重点项
目推介和交易"突出重点企业!园区

展示"突出群众参与性和互动性"全
面展示我省文化改革发展成果"促
进省内外文化企业交流合作, 我市
的山西晋狼粗布!侯马刺绣!梦艺美
布艺! 正兴家具等文化产品参加了
临汾馆的展览" 引起了广大参观者
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

同时"文博会期间"还将在山西
大剧院!青年宫演艺中心!南宫等剧
场上演

$$

场惠民文艺演出" 在文博
会主会场举办

(-

余场富有全省各地
特色的文艺节目和项目推介活动,

王清宪在项目签约仪式上指
出" 签约的项目对于整合我省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与旅游!

金融!科技的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文
化产业" 促进我省经济转型发展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图为我市梦逸美公司绿豆壳婴儿枕引来众多参观者$

侯马“美丽乡村”建设按下“快进键”———

美了村庄 靓了庭院
本报记者 崔选荣

' '

'杨香
$(

岁那年"跟随父亲杨
丰去田里割稻" 忽然蹿出一只大老
虎"扑向杨丰"一口将他叼住, 杨香
急坏了"一心只想着父亲安危的她"

完全忘了自己与老虎的力量悬殊"

猛地跳上前去" 用一双小手始终像
一把钳子" 紧紧卡住老虎的咽喉不
放--(

贾玉良领着
$-

岁的小孙子 "

指着村里文化墙上的 $二十四孝*

扼虎救父 %图画 "仔细地讲解着 ,

.,

岁的贾玉良是侯马市凤城乡西
城村的一名党员 " 也是村里党员
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 , 他带着
记者在村里四处参观 " 满心地自
豪感+我们村美不美. 不比你们城
里差/

乡村作为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祖
祖辈辈生产生活的载体"它的美"不
同于城市的美" 高楼林立& 灯火辉
煌&车水马龙&繁华喧闹"它是一种
自然的美&生态的美&传统与现代劳

作融合的美& 人与人之间淳朴交往
的美)它的美"也不是一般建设意义
上的美"它既有外在的美"也有内在
的美"有物质层面的美"也有精神层
面的美"是一种高水平&全方位&宜
居宜业的美, 概括起来"就是'家园
美&田园美&生态美&生活美(, 侯马
市美丽乡村建设办公室主任常青向
我们阐释着他所理解的'美丽乡村(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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