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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予强在我市调研转型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

于菲 "

6月 8日 !临
汾市委副书记 "市
长刘予强在我市就
企业转型项目建设
进行调研# 我市市
委副书记" 市长段
慧刚!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李俊胜陪
同调研$

刘予强先后实
地深入军威特种面
料研发中心% 益通
LNG扩建项目 "建
邦 45MW分布式高
温超高压煤气高效
利用发电项目和年
产 50万吨高纯铁
新材料技术改造项
目进行调研$ 认真
听取项目建设情况
汇报!详细了解企业技术优势"市场
前景等方面情况! 并与企业技术人
员和企业负责人就新技术工艺"生
产流程进行了深入交流$ 鼓励企业
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提高产品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 以创新思维集聚
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延伸产业
链条!加快新产品"新项目开发$

刘予强在调研中强调! 当前快
速推进转型项目建设是全市经济发

展工作的首要任务$ 转型项目建设
对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
要$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
快转型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要强化要素保障" 优化发展环
境!咬定目标!持续发力!认真贯彻
落实全省转型项目建设年的部署要
求! 从发展大局和战略全局的高度
出发! 把项目作为转型发展的主抓
手!坚持问题导向"狠抓环境整治!

优化政府服务! 密切联系转型项目
建设单位!实行全程无缝对接$同时
要求各项目建设单位要抢抓时机!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
量管理!按照时间节点!统筹安排"

加快进度! 在保证建设质量和安全
的前提下!争取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

王煦杰段慧刚巡视高考考点
本报讯!记者 于菲 陈炯竹"

6月 7日上午!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
考正式拉开序幕$市委书记王煦杰!

市委副书记"市长段慧刚和秦海玉"

田怀宇"卢正中"白爱华"张红玉等
市领导及公安"教育"食药等部门负
责同志深入侯马一中高考考点!巡
视指导工作$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于 6月 7日至 8日进行!今
年我市共有1641人报名参加考试!

其中文科 661人! 理科 980人!应
届生1468人!往届生173人$ 我市

设 1个考点"

59个考场! 其中文科
23个考场!理科 34个考场!

2个备
用考场$

王煦杰" 段慧刚一行先后深入
监控室!认真察看了考点考场布置"

考点周围环境情况,听取了今年我
市高考工作情况介绍$ 在全面了解
情况后,对高考准备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考
务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慰问$ 要求
各相关部门为考生提供人性化服
务!严肃考风考纪!做好防范措施和
保密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段慧刚指出! 高考是全社会关
注的一件大事! 全体考务人员要从
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高考考
务工作的重要性! 以饱满的热情做
好考试服务工作! 为考生营造一个
安静"良好的考试氛围$各部门要通
力协作!规范操作!做好保障服务工
作!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努力实现
平安高考的目标$ 他还嘱咐考点工
作人员!要密切关注考生身体状态!

备好必要的防暑用品和医疗措施!

为考试平稳顺利保驾护航$

王煦杰段慧刚参加“六·五”世界环境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秦明忠"

6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 我市在新田广场
组织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
活动# 市委书记王煦杰! 市委副书
记%市长段慧刚等市四大班子领导!

全市各乡)办*"市直部门单位主要
负责人! 部分企业代表! 志愿者组
织!共同参加了活动$

今年&六'五(环境日中国主题
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旨在
推动社会各界和公众积极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携手行动!共建天蓝"地

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一年来!我市围绕&五大兴市战
略(总体部署!紧盯环境质量改善这
一核心要求!坚持&八个治污(!完善
&八项机制(!实施重点工程!打好打
赢气"水"土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为建设绿色"宜居"开放"文明侯马
提供良好环境支撑$

活动现场设立了宣传台! 向群
众发放&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资
料$围绕&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党
中央关于生态环境文明建设的新部

署"新要求"新政策(&坚持,八个治
污-!完善,八项机制-!打好打赢,三
大战役-(等主题!汇丰建材"华强钢
铁等 35家重点企业以版面形式展
示了污染防治工作.环保%住建%公
安交警等职能部门以版面形式展示
了&八个治污(治理情况.环保志愿
者组织及曲协等社会组织! 以世界
环境日中国主题开展了相关宣传活
动$ 全市生态攻坚行动工作治理任
务的各乡)办*在各自辖区内开展了
相同内容的主题宣传活动$

全市消防安全
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炯竹"

6月 5日!我市召开消防
安全工作会议$ 市委书记王煦杰!市委副书记%市长段
慧刚!副市长%市公安局长师安平!全市各乡)办*%各部
门%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段慧刚主持会议$

会议宣读了 /再生资源回收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0!并对深化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进行
了全面安排$ 新田乡%上马办%市商务局负责人分别作
了表态发言$

会上!师安平通报了我市2017年和今年上半年消
防安全工作情况!分析研判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下
一步全市消防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就进一步做好我市消防安全工作! 市委书记王煦
杰要求!要提高站位!正视差距!切实增强做好消防安
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要以近期全国发生的消防
安全事故为警醒!切实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时刻保持
清醒头脑!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持续提升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全力以赴推动我市
消防安全形势平稳向好$ 要强化措施!主动履责!不断
提高消防安全工作基础$要加强网格化管理运行工作!

强化灭火和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加大消防宣传教育力
度! 全力做好消防安全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特大火灾
事故! 有效遏制较大火灾事故! 努力减少一般火灾事
故$ 要压实责任%真抓实干!抓好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贯
彻落实$要明确职责开展夏季消防专项行动!加强对消
防安全的督导考核工作! 积极投身全市生态环境保护
和城乡环境整治工作! 确保消防安全工作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

王煦杰强调!消防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事关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做好消防安全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各乡)办*%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采取有力措施!扎扎实实做好
各项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绿色%宜居%

开放%文明侯马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段慧刚在主持会议时要求!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迅
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按照会议的安排和要求!层层落
实责任! 细化分解任务! 切实把消防安全工作做实做
细.要迅速开展全市各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

全力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市政协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重要思想学习研讨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小民"

6月 8日!市政协召开市
政协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学习研讨活动动员会$ 市政协主席
田怀宇!副主席马淑焕%卫玉贵%朱冬梅和政协常委及
相关人士参加会议$ 会议由田怀宇主持$

会上!马淑焕宣读了/关于在市政协系统深入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
学习研讨活动的实施方案0$

田怀宇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深刻把握核心要义!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查
找差距$ 要对标要求!明确努力方向!科学谋划工作思
想举措!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我市政协
系统以理论大学习% 思想大武装! 促进工作质量大提
升! 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统揽政协各项工作的总纲! 把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贯
彻下去! 把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致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