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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工程暨新田路
地下商业街工程”
开工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李小民"

7月 9日上午! 我市召开
"

1701工程暨新田路地下商业街工程#开工动员会$ 副
市长王勇及住建%规划%发改%公安%人防%国土%商务%交
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1701工程&新田路地下商业街'西起花园南街!东
至体育街!长约 518米(花园南街&南起车站广场南侧
小街!北至新田路'长约 122米!工程为地下一层!主体
轴线宽 22米!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20000平方米!工程
概算投资2.5亿元人民币!是目前我市投资最大的一项
人防工程$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是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城市品位
的重要举措!对新田路%花园南街地下空间进行综合开
发利用!将为我市新增人防工程 6万平米!实现人车分
流!有效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实现区域雨污分流!各类地
上管网入地!提升区域景观效果(工程建成后!地下商铺
面积约 1万平方米! 可直接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900
多个!形成花园南街%车站广场%新田路区域地上地下一
体化)商业圈*(实现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有效统一!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王勇在会上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认识!搞好
配合$新田路%花园南街地下综合利用工程是我市国防%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要从事关国计民生的高
度!认识到该工程的重要性$ 所涉及的部门要树立大局
观念!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团结协用!搞好配合(要
加强领导!责任明确$ 各单位)一把手*是该工程的第一
责任人!要选派精兵强将投入工作!需要哪个单位抽调
人员!要坚决服从(要抓紧时间!快速推进$ 要做好开工
前的各项准备!加强大工作力度!制定工作方案!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快速推进!确保此项工程的圆满完成$

市畜牧兽医中心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高举 景新娟 王艳芳"为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
织力!

6月29日!市畜牧兽医中心全体党员干部满怀着
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来到曲沃县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的革命中心+石桥堡开展"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党日主题活动$

石桥堡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中共曲沃县地下县
委所在地! 是曲沃周边多个县委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

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一个缩影$ 活动中!党员干部先
后参观了石桥堡红色广场%革命纪念馆!听取了中共一
大到九大的发展历程和重大事件介绍!体验了地道斗争
生活!观看了抗日烽火剧,建国大业-$

本次活动通过近距离走近历史!走近先烈!大家从
身心上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坚定了
遵守严守党纪的意识!增强了党性观念!对)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有了新的认识$大家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的
党员干部!要焕发新担当新作为!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
的新业绩$ 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大胆创
新%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扎实工作%为推动畜牧工作深
入扎实开展不懈奋斗$

临汾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考核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本报讯!记者 秦明忠"

7月 6
日上午! 临汾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考核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
开$临汾市副市长王兵!临汾市政府
机关党委书记刘继东! 我市市长段
慧刚! 临汾市畜牧兽医局局长张志
宏!临汾市环保局党组成员%调研员
徐红平出席会议$ 临汾市各县&市%

区 '分管畜牧工作的副县 &市 %区 '

长!各县&市%区'畜牧%环保等部门
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刘继东主
持会议$

段慧刚在会上致词,对各位领
导和来宾来侯马参加会议表示热烈
欢迎$他说!我市坚持以农用有机肥
为主要利用方向!加强领导!部门联
动!分类推进!精准施策!建立健全

)五种模式*! 有效提高了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徐红平传达了省农业厅% 省环
保厅关于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考核工作的,实施方案-$ 张志宏
对推进临汾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考核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安
排$ 要求做到.一是凝心聚力!切实
增强做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考核工作的责任感( 二是突出重
点! 全力以赴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考核工作( 三是狠抓落
实!确保这项工作取得实效$

侯马市% 古县政府代表先后就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典
型经验作了交流发言(隰县%大宁县
政府代表分别就做好本县工作作了

表态发言$

王兵在讲话讲话中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充分
认识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是加
强领导!明确责任!全力以赴推进工
作落实(三是倒排时间!快速推进!

确保完成各项任务$ 她要求! 各县
&市 %区 '一定要深化认识 !通力协
作!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
工作任务! 为全市环境治理和生态
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下午! 与会全体人员实地参观
了我市金牧养殖有限公司和茂州牛
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情况$

我市举办领导干部学习《宪法》专题讲座
本报讯 !记者 于菲"

7月 4日!我市举办领导干
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专题讲座!市领导王煦
杰 %秦海玉 %卢正中 %郭旭
东 %师安平 %卫玉贵 %朱冬
梅! 市人民法院院长贺洁%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忠
庆聆听讲座$

讲座邀请山西大学法
学院教授何建华以,对人民
的承诺-为主题!就修宪的
背景分析% 修宪的主要内
容%修宪的价值意义三个方
面详尽地阐述了宪法修改
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

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秦海
玉在主持会议时要求! 各级各部门
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把学习宣
传和贯彻实施,宪法-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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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与扎实开

展)强化责任%严守纪律%树好形象*

专项治理活动结合起来! 要把学习
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作为)七五*

普法的重要内容! 纳入今年普法和
法治建设工作计划$ 要充分利用彭
真故居纪念馆法治教育基地开展
,宪法-主题学习宣传教育!认真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要牢牢
抓住)关键少数*!突出加强全市各
级领导干部,宪法-学习教育!突出

加强青少年,宪法-学习教育活动!

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宣传活动$

要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充分发挥
报刊%广播%电视%门户网站等大众
传媒的作用! 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
形式!营造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浓厚
氛围!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市召开环保工作紧急会议
本报讯!记者 陈炯竹"

7月 8
日! 我市召开环保工作紧急会议!

市长段慧刚!副市长王勇以及各乡
&办 '%环保 %公安 %住建 %发改经信
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王
勇主持$

会议宣读了,关于水污染防治
工作重点任务分解的通知 -,关于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分解的通
知 -以及 ,关于开展省委省政府环
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 )回头

看*的通知-$

会议要求! 各相关单位要严格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梳理问题清单!

制定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目标%

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 要查漏
补缺! 整改不足! 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确保污染整治任务全面落实$

段慧刚强调!环保工作是全市
工作的重中之重!各部门要进一步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
任务分解要求! 明确工作职责!加

大督查力度! 整改存在的问题!为
我市全面完成今年目标任务打下
坚实基础(要积极推进水污染防治
工作 !紧盯年度目标任务 !突出重
点 !狠抓关键 !集中打好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促进生态环境和河流水
质持续得到改善$ 段慧刚要求!各
相关单位要在此次会议结束后立
即安排部署 !拿出方案 %拿出具体
措施 !做到摸清底数 !做好迎接中
央环保督查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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