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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召开“抓党建、促脱贫、保稳定”座谈会

学好讲话学好讲话 维护核心维护核心 讲好故事讲好故事

8 月 29 日下午，全省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暨承包地确权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会议就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意见》精神，推进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部署。

县长高喜全在我县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总体要求是用三年时间完成清产
核资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确
认，在此基础上，有序推进股份合作制
改革，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改
革任务。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做好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准确把握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三大方向（即：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
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形成有
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治理
体系）和四项原则（即：一是把握正确的
改革方向，二是坚守法律底线，三是坚持
尊重农民意愿，四是坚持稳妥有序推

进），突出抓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
的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股份合作制
改革、规范资产管理、发展集体经济五个
关键环节，确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
实施，以改革绝不能落后的精神和扎实的
作风，推进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泽 讯）

全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视讯会召开
高喜全在我县分会场参加会议

我县召开
处级领导干部会议

8月30日，我县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县委副书
记、县长高喜全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吴洪、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赵建云、市委组织部地方干
部科科长吉东剑、我县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吉东剑宣布了市委关于提名王旭峰同志任泽
州县公安局局长，免去李平同志泽州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公安局局长职务的任免职文件。李平、王旭峰分别
作了离职感言和表态发言。

吴洪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市委对李平、王旭峰同
志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市委对泽州县公安工作
的重视和支持。泽州县的处级干部一定要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坚决服从市委的决定。

高喜全指出，李平同志在担任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期间，组织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强，积极认真履行职责，
敢于担责，敢于动真碰硬，为全县的发展和稳定作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要求王旭峰同志能尽快融入泽州
这个大集体，尽快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在公安局现
有良好的基础上，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打造
更加过硬的公安队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项目建设、
经济发展优化环境保驾护航，要聚焦主业，精准发力，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村级两委换届维护良好的治安环
境。 （王 薇）

8月30日，我县召开“抓党建、促脱贫、
保稳定”座谈会。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喜全
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席学武主持
会议。县委常委霍丽丽、张建中、张韶华、
闫晋中，副县长程春明出席会议。

会上，犁川、晋庙铺、柳树口 3 个乡镇
党委书记，东石瓮、闫庄等 10 个村党支部
书记、第一书记以及2名县委党校教师，就
如何“抓党建、促脱贫、保稳定”进行了交
流发言。

座谈会还特邀山西大学马列学院教授
张守夫，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为题，围绕
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细致解读了
省委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为

我县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高喜全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县党

建工作和脱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正确研
判维护稳定的形势，明确把握“抓党建、促
脱贫、保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狠抓党
建，全力促脱贫，保稳定。抓党建是手段，
目的是促脱贫、保稳定。全县各级各部门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深刻
领会“抓党建、促脱贫、保稳定”的重要意
义，坚持抓党建与促脱贫双推进，精准发
力，真正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实
际成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高喜全要求，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配
强乡、村两级班子，选好、管好村级组织带

头人、第一书记，壮大集体经济，强化组织
保障，形成抓党建、促脱贫、保稳定的合
力。在具体工作中要明确两个标准，即要
以稳定脱贫、逐步致富为标准来衡量基层
党建工作成效；要以有脱贫致富经验、能
力、魄力、能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能带领
群众致富的带头人来衡量村级组织建设，
要把贫困村、贫困人口多的村以及集体经
济为零的村选派能人加强党建作为重中之
重来抓，集中优势兵力，实现一个精准。要
发挥两个作用，即要在落实责任制的同时，
充分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
收入；要在产业扶贫、驻村帮扶、组织保障

上，发挥好县直部门的党组织作用，落实政
策，形成合力；要认真做好各级干部群众的
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群众
打赢脱贫攻坚战。

高喜全强调，要加强调研，落实责任，
狠抓落实，确保“抓党建、促脱贫、保稳定”
工作取得实效。党建领导小组、相关部门、
乡镇要牵头进行调研，围绕“抓党建 促脱
贫 保稳定”，切实提出可行性、可操作性的
意见、建议，形成切合我县实际的工作方
案，确保我县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向前推进，
保持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韩楠）

我县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暨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秋冬季”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议

8 月 30 日，我县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暨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秋冬季”攻坚
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高
喜全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席学武
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韶华就
全县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秋冬季”攻坚行动
进行安排部署，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闫晋
中通报 2017 年全县环保重点工作完成情
况，县政府办主任韩建英宣读《泽州县贯彻
落实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方案》。

会议指出，要以做好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为契机，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驰而

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新格局，把泽州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
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
境。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新成效迎接
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会议要求，按照省、市工作安排，结合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和近期环保部对

“秋冬季”环保工作的专项部署，我县将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为期8个月的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秋冬季”攻坚行动。安排 12 个方
面 34 项攻坚内容，重点攻坚“散乱污”企
业、VOC和烟气治理、工业企业提标提质、
清洁能源替代工程、燃煤锅炉治理、扬（烟、
粉）尘治理、移动源污染排放、供暖期高污

染天气、企业违法生产等9项重点工作，确
保圆满完成国家及省、市下达的2017年目
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坚持制度之本、技改之
本，突出问题导向，继续深化“6+1”提标提
质整治行动，狠抓“散乱污”企业、燃煤污染、
面源污染、工业企业对标改造等综合整治，
全民动员开展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秋冬季”
攻坚行动。要认清发展大势，转变发展观
念，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从
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对待环保工作，不折不
扣地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

上级反馈的问题要立即整改，重点领域的问
题要坚决整改，面上共性的问题要全面整
改，长期疑难的问题要彻底整改，确保中央
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圆满完成、顺利交账。要
抓住关键环节，针对重点源头、重点产业、重
点区域、重点工作，坚持精准施策，全面打赢
改善环境质量攻坚战。要紧盯年度目标，全
力攻坚我县2017年度的9项重点工作，确保
完成全年环保工作各项任务。要强化组织
保障，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的要求，真正做到认识到位、措施
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做到放在心上、
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确保各项防治措
施落地生根。 （路莎）

9月1日，县长高喜全带领县经信、住
建、水利等单位负责人，就我县重点项目
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县
领导张建中、闫晋中、樊海放、马占一同
调研。

在晋煤华昱高硫煤洁净利用循环经
济工业园和周村镇岸村新村搬迁新址，高
喜全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情况，听取了企
业负责人关于项目进度的情况汇报，并对
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现场办公。高喜

全要求，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大干三个
月，全力保试车；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项
目攻坚领导小组，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全力推进项目；要积极
筹措资金，项目施工单位要切实担负起主
体责任，加快工程进度，克服一切困难，确
保项目成功试车；要坚持市场化运作，解决
好遗留问题，经信、审计、财政等相关部门
要介入，严格审核资金具体用途，纪检监察
部门要强化执纪监督，严肃追责问责；要全

面加快岸村新区环境、道路、水、电等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步伐，全力以赴，确保项目
年底顺利试车。

在天泰岳南煤业，高喜全实地查看了
企业安全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
了安监、煤运公司以及天安煤业、王坡煤
业的安全形势汇报。高喜全要求，要切实
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汲取各行各业安全生
产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时刻
绷紧安全生产之弦；要严格限制超产、超

时、超采、超建，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操作规
程，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确保生产过程
万无一失；要切实加强安全教育培训，进一
步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让
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让安全作业成为常态，
安全教育到每一个人；要加快改革步伐，努
力提质增效，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主人翁的
感觉，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以优异
成绩迎接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韩 楠 树涛）

9 月 1 日，我县召开了《谁不说俺泽州好》“魅力乡
镇”电视竞演座谈会。县长高喜全，副县长张宏出席会
议，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霍丽丽主持会议。

座谈会上观看了《谁不说俺泽州好》“魅力乡镇”电
视竞演精彩回顾，各乡镇党委书记及其相关部门进行了
发言。

张宏指出，此次《谁不说俺泽州好》“魅力乡镇”电视
竞演见证了“不甘人后 永争第一”的泽州精神、见证了
乡镇党委书记的魅力、见证了泽州力量、见证了泽州丰
富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储量，这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表
现，更是干事魄力的体现。同时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加强
顶层设计，提高发展旅游的专业性，既要招商又要选商，
既要引资又要引智；加强联合、整合，形成旅游产品，规
划旅游线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各乡镇结合自身情况，
规划旅游布局；加强文化挖掘，促进文化和旅游的融合，
讲好泽州故事。

高喜全在座谈会中指出，《谁不说俺泽州好》“魅力
乡镇”电视竞演活动经历了一次心路历程，开展了一次
寻根之旅，各乡镇梳理了旅游产业，初步形成了发展思
路。展现了泽州精神，提振了全县的精气神，唱响了“古
韵泽州 全域旅游”的品牌，激发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
活力，开阔了思路，锻炼了能力，是泽州旅游发展的里程
碑，为泽州的旅游发展开辟了先河。

高喜全强调，我们要将“谁不说俺泽州好”变成“谁
都说俺泽州好”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激发
全民参与全域旅游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人人都是旅
游形象，处处都是旅游景点；进一步引入市场主体，通过
市场运作，激发活力和动力；进一步培塑旅游搭台、文化
唱戏，政府搭台、百姓唱戏；进一步挖掘旅游文化，加大展
演力度，多角度展示我县旅游实力。 同时，要全力以赴搞
好《谁不说俺泽州好》“魅力乡镇”电视竞演决赛和第二届
文化旅游节活动，加紧各旅游景点的开发与合作。各乡
镇要结合电视竞演拍摄专题片，并将参演的节目进行展
演，激发群众、干部的热情。通过与旅游公司运作，各乡
镇重点打造一个旅游景区，创造一个剧目。县直相关部
门要把好的乡镇节目进行集中展演，积极与旅游公司合
作，设计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的旅游线路，争取做到
一景区一个节目，并聘请专业公司承包制作旅游产品，
全县上下齐心协力将全域旅游推向高潮。 （泽宇）

我县召开《谁不说俺泽
州 好》“ 魅 力 乡 镇 ”
电 视 竞 演 座 谈 会

2017 年 8 月 15 日，是里河村历史上一
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里河村庆祝
抗洪救灾及“崖居探幽”休闲游启动一周年
活动隆重举行。村文化大院、二姑农家小
院、小嫂农家小院里挤满了来宾和游人。
在外打工的、经商的、求学的，还有嫁出去
的姑娘们全都回到村里。泽州自行车联
盟及其金村车队、川底车队、晋庙铺车队、
巴公车队、阳阿车队、高都车队也前来助
兴。晋城市金凤凰艺术团带来了精彩的
文艺表演，为村民和来宾献上了一顿丰厚
的“文化大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花好月圆》《金蛇狂舞》等热烈欢快的
旋律，在里河村的上空久久回荡。全村沸
腾，热闹非凡。

村民们说：“自力更生，战胜洪灾，发展
旅游，这是里河村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

这样的好事也只有在党的惠民政策指引下
才能实现。今天的里河村，游人来了能吃、
能住、有看的、有玩的。这样的喜人局面值
得庆贺!”

洪魔突降

柳树口镇是全县最贫困的乡镇，全
县 24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柳树口镇占了
12 个，南庄村就是这 12 个贫困村中间的
一个。南庄村包括六个自然村，里河又
是其中最小的自然村。只有 13 户人家，
47口人。

2016年，借国家精准扶贫和县委县政
府推动全域旅游之机，里河村人也蠢蠢
欲动，想在旅游上做些文章。早在 2009
年 6 月，晋城市考古专家裴池善先生率晋
城市考古队就在这里发现了旧石器遗

址，和古代崖居遗址群。于是村人就产
生了发展旅游的念头。但这些遗址全都
分布在荆棘丛生的深山之中，道路不通，
无法进入。2016 年春，在村民组长郝鲁
俊带领下，召集全村在城里工作的年轻
人，利用周末的时期，回村开辟旅游道
路，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刀劈斧砍，开
通了几十年没人走过的羊肠小道，挖掘
出了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前，古人类居住
过的崖居遗址群，把这个神秘的世界展
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惊世骇俗的“一洞十八院”，鬼斧神工
的“窟隆山”、“透窟隆窑”，毛骨悚然的“阎
王鼻”、“楼上楼”，壁立千仞、回声阵阵的

“窑泉背”，雨天看瀑布、晴天听鸟鸣的“石
缸河”，许多的景点被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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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金凤凰艺术团为里河村献上丰厚的“文化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