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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邱 睿）隆冬时节，
朔风凛冽。尽管室外气温已降至零下
15摄氏度，但在位于蒲县黑龙关镇的
席家沟废弃厂矿治理现场，仍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挖掘机、运土车穿
梭往来，戴着厚棉帽的工人师傅们正在
紧张施工。像这样的废弃厂矿，蒲县共
有 48处。2020年，该县通过多方募集，
投资2亿余元进行了深入治理。

望着眼前初具雏形的治理工地，市
生态环境局蒲县分局固废股负责人郭

立杰感慨万千：“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
施工，目前工地覆土工作已基本完成，
开春之后就可以种树绿化了。”

郭立杰告诉记者，席家沟矿已废弃
20余年，之前这里堆砌的都是废弃铁
渣，为改善周边生态环境，避免发生地
质灾害，该县投资1300多万元，采取修
筑挡渣墙、削坡分级、场地平整、表面覆
土和整形处理等方式开展了集中治理。

下大力气推动废弃厂矿治理，只
是蒲县大力实施“生态、产业、景观、兴
林、护绿”五大工程，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全力打造天蓝、水绿、山青、地净、
空气清新美丽宜居家园的一个侧影。
近年来，该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统筹推进绿色产业发展、
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保护等工程，
全县共种植核桃树10.6万亩、连翘2万
余亩，打造出“蒲县构树”品牌；实施通
道绿化、县城绿化、村镇绿化和县城森
林公园“身边增绿”行动，全县新增绿
化 面 积 2.2 万 余 亩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59.01%，昔日“石山土盖头，坡陡岩裸
露”的旧貌彻底换了新颜，全县基本实
现可绿化的国土面积全覆盖；在大力
推进人工湿地水质净化的基础上，蒲
县还对流经该县的昕水河实施了净化
提升工程，使昕水河蒲县段水质稳定
在地表水Ⅲ类标准。与此同时，该县进

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探索构建起
县、乡、村联动的环长、路长、河长、林
长“三级四长”模式，从根本上巩固了
大生态、大环保的良好局面。2020年 1
月至 10月，蒲县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优
良天数 287 天，优良天数比例高达
94.1%，在全市排名第一，被生态环境
部授予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荣誉称号。

如今的蒲县，“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的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快车道，
生态优势更加明显，宜居宜业宜游的生
态底色也更加鲜明，在“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康庄大道
上，蒲县越走越坚实。

废弃厂矿换新颜 生态环境披绿装

蒲县：“五大工程”扮靓宜居家园

“以后，新百汇党建中心就是咱们仪上
村的党建分会场了。”

“要了解村里的情况，再也不用翻山越
岭地跑回家了。”

“没想到村里的党建会场还能开到市
区，太贴心了。”

……
2020年 12月 21日，尧都区枕头乡仪

上村党总支书记徐宁组织在市区打工的仪
上村党员们在市区新百汇党建中心，开展
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党建活动，大家在
学习交流之余，纷纷为仪上村开辟的党建
分会场点赞。

仪上村，是尧都区西山中的一个小
山村，位于枕头乡北部，距离市区近 50
公里，现有党员 73 人。由于党员老龄化
严重且村民常年外出务工，党员参加组
织生活到会率低，针对这一问题，尧都区
委组织部选派的党总支书记徐宁采取

“三个制宜”措施，巧借上级党建平台，经
过多次协商，最终在新百汇社区开辟了
党建分会场，让山区党员在市区也有了
党员服务站。

因人制宜 精准施策强党建

徐宁是带着任务来到仪上村的，刚一
上任，他便带领仪上村党总支的委员们，对
全村党员情况进行调研摸排，与党员逐一
座谈，了解情况。

磨刀不误砍柴工。徐宁坚信，只有摸清
底数才能精准施策。为此，他用了3个多月
对仪上村党员进行深入了解。随后召开会
议研究制定出台了《枕头乡仪上村党员分
类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徐宁主持制定的《办法》得到村民的一
致认同。这一《办法》将全村党员细分为五
类，并针对不同类别规定了基本要求，在职
党员要履职尽责；在村普通党员要带头示
范；老弱党员要送学上门；省外流动党员要
网络管理；务工党员无法返村的至少要在
市区集中开会。同时，他还汇总出了全村党
员类别分布情况图，既精炼了队伍又凝聚

了人心，将党员参会率由过去的 45%提升
至 95%，为推动党员精准管理落实落细奠
定基础。

因地制宜 巧借平台扩阵地

阵地是做好党建工作的关键。考虑到
仪上村部分党员在市区务工的实际，徐宁
一直琢磨着在市区建一个党建阵地，让仪
上村的党员们在市区也能有个“家”。

在了解了仪上村务工党员普遍租住在
新百汇社区，徐宁觉得在新百汇社区建一
个党建阵地再合适不过，这也是他时刻关
注的一个要点。

2020年 7月 1日，尧都区委组织部组
织党员到社区报到，徐宁抓住这一契机，赶
紧与尧庙镇党委新百汇社区党支部沟通建
立仪上村党建新阵地的事宜。想法一提出，
便得到了新百汇社区党支部的大力支持。
自此，仪上村借用新百汇社区党建阵地开
设了党建分会场。

阵地有了，剩下的就是聚集党员。在充
分考虑党员们生活上、工作上的各种问题，
并一一征求意见后，徐宁将务工党员再次

集中起来。此后，每月 15日他白天在村内
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后，晚上利用大家空闲
时间，在新百汇社区为无法回村参会的党
员们宣讲上级精神、布置近期党内工作、公
示村情村务等，让务工党员能够及时了解
党的政策、省市区重点工作和村内近况，解
决大家心中所想所盼。

因需制宜 贴心服务聚民心

党建工作无止境，探索与实践是进步
的前提。

“倾听诉求精准服务”是徐宁开展党
建工作的一大特点。自他担任仪上村党总
支书记后，时常听取党员对分类管理工作
意见，针对务工党员提出的参会时间过晚
问题，总支委员会动态调整会议时间，将
晚间会议调整为傍晚 6点；针对大家提出
的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的问题，本着
服务党员服务群众的原则，他还与上海人
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为党员提供
优质就业机会，解决实际困难……在给予
大家帮助的同时，徐宁还鼓励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动员他们积极参加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

展望未来，徐宁眼中饱含着希望，他
说：“我们还将利用市区党建阵地这一平
台，在市区内推广村内的农副产品，争取形
成山区服务党员、党员服务社区、社区服务
山区的良性循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不竭动力。”

“奶奶，您指甲长了，我帮您
剪剪指甲吧……”2020年 12月 30
日，北京甄拉克珠宝有限公司的
志愿者们为尧都区惠民养老院的
老人送来了牛奶、面包和水果等
慰问品，并帮老人们整理房间、打
扫卫生……养老院里不时传出阵
阵欢笑声。

“呦！看看谁来了？”“外面太
冷了，赶快进屋！”志愿者们刚走
进养老院大门，就被正在晒太阳
的韩仙珍老人招呼进屋内，“别看
我都80岁了，眼睛好使着呢……”

刚进屋内，志愿者们就准备
打扫卫生。“都坐下歇会儿，不用
干活，你们陪我拉拉家常就好了
……”韩仙珍老人边说边从床头
的抽屉里拿出零食给志愿者们

吃。“奶奶我们不吃，这两天降温
了特别冷，您得穿厚点……”志愿
者小刘握着老人的手说。

说话间，志愿者们按着各自
的分工，分拨行动：有陪老人唠嗑
的，有打扫卫生的，还有帮老人理
发、剪指甲的……顿时，聊天声、
欢笑声让这寒冷的冬天变得格外
温暖。

“我在这里住了 7年了，志愿
者们会隔三差五地来看望我们。
要是生病了，村卫生室的大夫随
叫随到，特别方便……”今年70岁
的任怀忠老人乐呵呵地说。

“养老院经常有社会各界的爱
心人士、志愿者团队前来慰问、献
爱心，许多志愿者和老人相处得就
像亲人一样……”尧都区惠民养老
院副院长李艳芳告诉记者，“养老
院里有 30多位老人，每天都会按
时吃饭、休息，参加一些娱乐活动，
我们衷心地希望老人们可以在这
里身心愉悦地度过每一天。”

本报讯（记者 刘 超）1月7日，临汾
市能源工会召开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会议逐项讨论通过了《临汾市能源
工会章程（草案）》《临汾市能源工会一届
一次委员大会选举办法（草案）》，以及临
汾市能源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候选人
名单、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监票人和计票人名单。全体参会委员充
分行使民主权利，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在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委员会
常委、主席、副主席，以及经费审查委员
会主任、委员。

市能源工会的成立有助于充分调动
我市能源行业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引
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争创新业绩，
建功新时代，并将积极推动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助推我市
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自 2021年 1月 8日起，新增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保财
险社区水岸华府小区10A楼，北
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西赵各庄
村，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天悦
花苑、石家庄市新乐市计生宿
舍、石家庄市新乐市瑞达玫瑰园
小区、石家庄市新乐市坚固村、
石家庄市新乐市芦新村，石家庄
市新华区都市阳光小区、石家庄
市新华区丽都河畔小区，石家庄
市桥西区平安小区，石家庄市行
唐县滨河小区，邢台市南宫市鸿
兴小区、邢台市南宫市文景名苑
小区、邢台市南宫市在水一方、
邢台市南宫市凤岗街道办事处
十里铺居委会、邢台市南宫市大
高村镇石家庄村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 1
个，中风险地区65个，分别为：

高风险地区（1个）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中风险地区（65个）
北京市（8个）朝阳区酒仙

桥街道汉庭酒店大山子店（包括
底商），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
村，顺义区高丽营镇东马各庄
村，顺义区南法信（地区）镇西杜
兰村，顺义区南法信（地区）镇东
海洪村，顺义区南彩镇南彩村，
顺义区仁和（地区）镇河南村，顺
义区北石槽镇西赵各庄村。

辽宁省（33个）
沈阳市（17个）皇姑区基业

百花园小区，皇姑区化工小区，皇
姑区昆山西路中海寰宇天下天悦
园区，皇姑区昆山西路向工小区
东区，皇姑区亿海阳光一期，皇姑
区溪水街1号楼，皇姑区明廉路
博客地带小区，皇姑区舍利塔街
道世纪学府，皇姑区明廉街道亿
海阳光二期，皇姑区明廉街道华
锐塔湾欣城2期，皇姑区明廉街
道明廉小区，皇姑区华山街道鲲
鹏小区 2 期，皇姑区长江南街
197-1号楼，铁西区北二东路沈
铁兴工佳园小区，于洪区中海城
星座小区，于洪区北陵街道宏达
社区，于洪区华润橡树湾二期；

大连市（16个）金普新区先
进街道金润小区B区，金普新区
光中街道金东路社区，金普新区
拥政街道古城甲区，金普新区光
中街道红旗社区，金普新区光中

街道胜利东社区，金普新区光中
街道胜利西社区，金普新区友谊
街道金华社区，金普新区友谊街
道古城乙区社区，金普新区友谊
街道康乐社区，金普新区友谊街
道金海社区，金普新区友谊街道
兴民村，金普新区站前街道联胜
社区，金普新区站前街道盛滨社
区，金普新区先进街道民馨社
区，沙河口区星海湾街道星海公
园社区，高新园区凌水街道大有
恬园社区。

黑龙江省（7 个）黑河市爱
辉区喇嘛台社区学府佳苑小区，
黑河市爱辉区金融社区省建材
楼小区，黑河市爱辉区热电社区
新生活家园小区，黑河市爱辉区
金兰社区电业名苑小区，黑河市
爱辉区热电社区天丝小区，黑河
市爱辉区热电社区兴边集资楼
（2号楼），黑河市爱辉区人保财
险社区水岸华府小区10A楼。

河北省（17个）
石家庄市（9 个）新乐市天

悦花苑、新乐市计生宿舍、新乐
市瑞达玫瑰园小区、新乐市坚固
村、新乐市芦新村，新华区都市
阳光小区、新华区丽都河畔小
区，桥西区平安小区，行唐县滨
河小区。

邢台市（8 个）南宫市天地
名城小区，南宫市天一合院小
区，南宫市凤岗街道办事处，南
宫市鸿兴小区，南宫市文景名苑
小区，南宫市在水一方，南宫市
凤岗街道办事处十里铺居委会，
南宫市大高村镇石家庄村。

一、上述中高风险区域人员
入临须持有效核酸检测结果阴
性证明，并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
社区、单位报备，积极配合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二、请公众密切关注，及时掌
握国内高、中风险地区疫情的动
态变化和病例的行动轨迹，如非
必要，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三、请公众务必提高警惕，
发现来自于中、高风险区域入临
人员没有落实健康管理措施，请
及 时 举 报 ，举 报 电 话 0357-
2091131。

临汾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总调度室

2021年1月8日

山区党员在市区也有了“家”
本报记者 刘 超

新闻直通车

市能源工会

召开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 全） 1月 6日，全
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就全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在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方
面，各运输企业特别是“两客一危”企业
要合理安排运力，杜绝疲劳驾驶、超员超
速等违法违规行为，尽量减少在寒潮大
风、冰冻雨雪等恶劣天气下的运输作业。
要盯紧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农村客运、
危险品运输等重点领域，督促企业切实
做好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从源头上加
强安全防范。

在疫情防控方面，全市各汽车站和客
运企业要立即停发一切进入中、高风险地

区的道路客运班线、旅游包车，并做好已
售客票免费退票和解释说明。已在路上的
客运班车，立即告知驾驶员载客返程，按
照解释到位、乘客自愿的原则，乘客提出
在中、高风险地区外下车的，在安全地点
停车。已经进入中、高风险地区长途客运
车辆，配合当地做好司乘人员体温检测等
防控工作。

在冷链运输环节防控方面，各地交通
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冷链物流运输企业
等经营单位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要求，做好
装卸、运输等环节防控和消毒。另外，要督
促辖区内零担运输企业、物流服务业户对
从中高风险地区运抵的货物外包装开展
全面消杀,加强从业人员防护。

市交通运输局

部署道路运输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关于加强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临

人 员 健 康 管 理 的 通 告

1月6日，临汾燃气公司安检员焦静入户对家用燃气管道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连日来，我
市加强燃气安全隐患巡查力度，增加巡检频次，做到早发现早处理，确保群众安全用气。

本报记者 李虎威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刘 磊） 近年来，
大宁县着力构建心贴心政民互动，在
深化政务公开上迈出坚实一步，全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规范、便捷、高效的政
务服务。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该县严
格规范政务平台建设，优化调整县政府门
户网站，设置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完成集
约化建设和 IPV6改造，对法定主动公开内
容进行全面公开，每周对全县政府系统政
务新媒体进行人工检查，确保按期更新。

为提高政务公开规范化、法制化水
平，该县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各项制度，细
化政务公开具体事项，明确公开主体，明

确时间节点，明确公开内容和公开方式，
建立健全文件公开属性动态调整机制。
同时，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深入推进
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严格管理全县政务
新媒体，规范信息发布，持续推动政务公
开，让百姓更有获得感，为建设法治政
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奠
定了坚实基础。

据统计，2020年该县通过政务平台
共发布政策文件 19件，全部进行了政策
解读，并在文件后增加“政策解读”跳转链
接，为使解读文件更加通俗易懂，全部以
图片形式进行了解读，图片解读量为
100%。

大宁县

政务公开让百姓更有获得感

敬老院里的笑声
本报记者 郝海军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海
青 赵 宏） 2020 年以来，人
行隰县支行紧紧围绕新时代
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结合实际打好金融货币
政策“组合拳”，助力“六稳六
保”工作落地，促进金融与实
体经济良性循环。

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
该支行通过窗口指导，引导

县域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
的信贷支持，加大创业担保
贷款政策宣传力度，推动县
域创业担保贷款的开展，为
金融服务企业、提供信贷支
持 提 供 了 宽 松 、便 捷 的 环
境。同时，推动县财政出资
2000 万元周转金存放于县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用于县

域中小企业在续贷时周转，
为中小企业解决了贷款周
转 难 题 。该 支 行 组 成 调 研
组，深入县域民营小微企业
开展调研，了解企业信贷需
求、资质水平、解决农民就
业能力等情况，推动相关部
门按企业资质、征信记录、
资 产 负 债 、盈 利 指 标 等 标
准，向金融机构推荐优质民
营小微企业，作为金融支持
重点企业列入优秀企业档
案库，在贷款时享受简化手
续、快捷办理、利率优惠等
相关政策。

人行隰县支行

做好金融服务 支持实体经济

今日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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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园地

1月5日，襄汾县文化馆内民革临汾市委会襄汾总支、洪洞支部、曲沃支部的书法爱
好者将精心创作的500副春联、300个福字打包邮寄发往台湾。这项活动已经连续开展
了8年，共寄赠台湾同胞春联2000副、福字1200个，受到了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

焦玉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