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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牢树牢““项目为王项目为王””理念理念

全面加快项目建设全面加快项目建设

今年城建重点项目环境产业园项
目位于尧都区卧虎山北侧，县底镇南乔
村东。5月 20日，记者来到这里对该项
目进行探访。

环境产业园项目指挥部指挥长赵
欣向记者介绍，该项目总投资68287.78
万元，总占地面积有 15.4695万平方米
（含厂外道路）。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餐厨垃圾处理
工程、供热工程、电力工程、仪表与控制
工程及环保工程。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的总处理
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1200吨，分两
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日处理生活垃圾
800吨，二期工程日处理生活垃圾 400
吨。一期工程将安装 2×400吨/日焚烧
线及对应配套系统，焚烧厂、主厂房及
附属建筑将一次建成。餐厨垃圾处理工
程的一期工程规模为日处理餐厨垃圾
100吨，日处理地沟油20吨。

“建设环境产业园项目主要是实现
两个目标，一个是垃圾处理，一个是发

电。让垃圾变废为宝，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站在项目规划图前，项目指挥部工
作人员何小锋尽可能用简单明了的语
言介绍项目流程，“生活垃圾进入园区
后首先进入地磅称重，然后进入垃圾池
发酵，发酵后的垃圾被送往锅炉燃烧，
产生的热气通过汽轮机就能发电。不仅
如此，垃圾燃烧后产生的废渣会被输送
到废渣池，成为制作砖、沙等的材料。发
电产生的尾气经过尾气处理系统后可
以实现超低排放。而回收后的餐厨垃圾
首先要进行固液分离，将分离出的固体
进行焚烧，分离出的油脂可以制成工业
用油，二次利用。”

“目前厂区工程中的生产消防水池
已完成，烟囱、综合楼、渣池已出零。焚
烧间地梁模板、初期雨水收集池模板正
在安装中。厂区的围墙、护坡、挡墙、排

水沟已基本完成，环厂道路硬化已满足
施工需求。”何小锋将工程进度向记者
作了介绍。

在厂区，记者看到，道路旁的防尘
喷雾系统持续开放着，一台洒水车沿着
环厂道路洒水降尘，厂区内土质裸露的
地面全部覆盖了绿网。“项目实施的初
衷就是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所以在这
里，工地的扬尘管控同样是一件重要的
工作。”何小锋说。

对于群众最为关心的项目建成后
能起到怎样的效果？赵欣说：“项目建成
后可大幅提升我市的垃圾无害化、减量
化、资源化处理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乡
村垃圾无序处理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
染，提高我市环境质量，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实现‘呵护碧水蓝天，共建美好家
园’的环保理念！”

呵 护 碧 水 蓝 天
——探访我市城建重点项目环境产业园项目

本报记者 李卫红

▲ 5月22日至23日，市武术协会、市陈式太极拳研究会在市区古城公园名人广场
举办太极八法五步公益培训班，来自全市的百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参加了培训。图为学员
在教练的示范下认真练习。 本报记者 田青松 摄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5
月 20 日，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政”青春大学生理论宣讲团走进临汾
日报社，宣讲党的光辉历程。临汾日报
社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聆听了宣讲会。

本报记者 苏亚兵 摄

“您好，请出示一下行程码、健康
码！”

“您好，测一下体温！”
“您好，请出示下身份证，填写个人

信息。”
……
5 月 23 日下午，全国射击锦标赛

（飞碟项目）“多向”报到首日，随着几辆
大巴车的陆续驶入，临汾射击运动基地
迎来了来自广西、福建、江西等代表队
的运动员、教练员。

保存枪弹、做核酸检测，报到现场
井然有序，严格的疫情防控流程和热情
周到的志愿服务受到参赛选手的一致
好评。

“一到临汾就看到了前来接站的志
愿者，态度热情，服务贴心，我和队员们
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广西队教练员
卢海波说，“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临汾，道
路很宽、绿化很好，各项服务都很到位，
特别是靶场相当不错，接下来，就是全
力以赴拼比赛了。”

据了解，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24支代表队的 161名多向运动员，于 5
月 26日至 28日进行男、女飞碟多向 75
靶，男、女飞碟多向 50 靶+决赛，飞碟
多向混合团体资格赛+决赛。届时，国
家队参加东京奥运会飞碟项目的 3名
多向选手王晓菁、于海成、邓维赟也将
参与其中。

“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5 月
22日，国家体育总
局射击射箭运动管
理中心、山西省射
击射箭水上运动中
心、国家射击飞碟
队、市体育局部分
党员来到市党群服
务中心，举行“让党
旗在赛场飘扬”主
题党日活动。

宣誓仪式上，
与会人员面向党
旗，在国家射击飞
碟队现役队员、飞
碟项目世界纪录
保持者魏萌的领
誓下，在铿锵有力
的誓言中表达对

党忠诚和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终身的决心。

“刚刚在参观党群服务中心的
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要用自己的一
技之长为国争光，不负祖国的培
养。”魏萌说，当站在领奖台上，看着
国旗升起，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
作为一名党员而自豪。“作为一名党
员、一名运动员，我将时刻牢记入党
誓词，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继续努力拼搏，为祖国争光。”

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
市党群服务中心的各个展厅，观看
了《永远的怀念》纪录片，重温革命
历史，感悟革命精神。

本报讯（记者 刘 静）朝气蓬勃，
精彩角逐。5月 22日，在我市射击运动
基地，2021年全国射击锦标赛（飞碟项
目）双向混合团体比赛圆满结束，江苏
一队获得金牌，陕西一队、上海一队分
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比赛分为资格赛和决赛，通过激烈
竞争，江苏一队的於秀敏、杨蒋以资格
赛 146中、决赛 36中获得金牌；陕西一
队的万安涛、史红艳以资格赛 147中、

决赛 34中获得银牌；上海一队的黄思
雪、张景智以资格赛 145中、决赛 35中
获得铜牌。

谈及夺冠感受，於秀敏、杨蒋说，“决
赛中，我们拼尽全力，努力打好每一靶。虽
然过程很艰辛，但结果还是很开心的。”

至此，2021年全国射击锦标赛（飞
碟项目）双向比赛全部结束，（飞碟项
目）多向比赛，将于 5月 26日在我市射
击运动基地接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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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报到暖心护航
本报记者 亢亚莉

本报讯 （记者 柴
云祥） 5月 20日，由临
汾燃气公司主导实施的
古县新源盛能源材料公
司供气项目顺利通气。
该项目通气后，供气量
将达到 4万立方米/日，
标志着临汾燃气公司在
扩大清洁能源覆盖、服
务县域经济发展方面又
迈出坚实一步。

今年以来，临汾燃
气公司按照集团公司区
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努
力推进精耕细作的内涵
式发展和外延式业务服
务，充分发挥企业在天
然气供应方面的技术、
安全、服务等优势，加大
县域市场及工业用户拓
展力度。此次实施古县
新源盛供气项目，是该
公司树牢项目为王理
念、从“坐商”向“行商”
转变的实际行动。

古县新源盛能源材
料公司位于古县经济技
术开发区，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新能源材料企
业，该企业年产1.2万吨
特种微纤维生产线项目
已经建成投产，主要生
产特种微纤维系列产
品，年产值约 1.5亿元。
临汾燃气公司根据其生
产特点，制定了满足用

户用气需求、符合用户生产实际的供气方
案，积极对接、多次协商，与该公司达成合作
意向，成为该公司的天然气供应合作伙伴。

在古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国新
正泰公司的支持和配合下，临汾燃气公司
组织技术骨干投入管线施工、设备调试工
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高效完成各
项前期准备工作，具备送气条件。

在通气仪式上，临汾燃气公司主要负
责人表示，他们将以安全运营为保障、以
保质保量为根本、以优质服务为宗旨，不
断提升燃气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双方合
作共赢，同时，将以优质的服务、实惠的价
格，为古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发展做
好燃气服务保障，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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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 轲） 5月19日，为
期七天的第二十七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
游节·第八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黄河文化主题
音乐会、横渡母亲河、第十五届全国双胞
胎漂流大赛等系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
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本届“一节一会”由文化和旅游部资
源开发司、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商业
企业管理协会指导支持，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商务厅、气象局、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河南省委员会、三门峡市委

市政府共同主办。本届“一节一会”呈现
五大亮点：聚焦百年辉煌，唱响时代主
旋律；紧扣重大战略，强化区域联动合
作；锚定产业升级，深化经贸合作；发挥
大咖效应，展示三门峡城市形象；注重
全民参与，打造文旅盛宴。

据悉，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自1992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26届。一年一度
的黄河文化旅游节充分体现时代元素，已
成为叫得响的城市品牌，也为大力弘扬黄
河文化，助力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样板。

新闻直通车

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第八届

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赵 俊） 5月21日，武
警临汾支队教导队训练场上旌旗猎猎、战
鼓催征，该支队“平阳—2021 军人运动
会”火热开展，来自各基层中队的 150余
名训练尖子同台竞技、激烈角逐，围绕军
事体育、擒敌、刺杀、射击、投弹 5大类 21
项体技能科目激烈比拼。

训练场上，参赛官兵全力以赴，奋勇
争先，展现出敢打必胜的血性虎气和英
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入伍前我就是一名
散打运动员，这次参加自由搏击科目属
于发挥专长，希望通过努力为中队赢得
荣誉。”在自由搏击科目晋级赛中，来自

执勤四中队的李鑫暂时领先，他表示，希
望通过和战友们切磋较量，在军营中锻
造更好的自己。来自翼城中队的叶清启
参加的是三人协作攀登科目，“团队的力
量很重要，战友们之间需要绝对的信任
与配合，期待用实力斩获殊荣，展现我们
新时代的军人风采。”

该支队政委李明表示，举办此次军人
运动会，旨在全面激发广大武警官兵精武
强能的热情斗志，营造练兵备战的浓厚氛
围，全面检验基层武警官兵军事素养，树
立素质立身、崇尚荣誉的鲜明导向，实现
以比促训、以比促练、以比促战。

武警临汾支队

平阳—2021军人运动会火热开展

“吐痰不仅会滋生细菌，还会传染
疾病。”

“现在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拒不清
除的，都要罚款，在室外罚 100元—200
元，室内罚200元—300元，在公共交通
工具、电梯轿厢等公共密闭空间内罚
300元—500元。”

……
日前，我市公共卫生应急服务中心

在市区科委巷菜市场，开展了“治理公
共场所随地吐痰宣传周”活动。

在街道上、在市场里，市公共卫生
应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身穿红色马甲，
积极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发放应急
知识手册。“阿姨，这个应急知识手册
很实用，有各种急救常识和紧急避险知
识。”“爷爷，您知道吐痰会传染疾病
吗？您知道现在随地吐痰要罚款吗？”
宣传中，他们有针对性地向大家讲解

《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
定》，并到菜市场和门店商铺发放宣传
资料，号召大家养成讲究卫生、举止文
明的好习惯。

“我觉得这次活动挺好的，大家就
应该多支持这样正能量的活动。”在活
动现场，商户高玲俊对活动称赞不已，
更是竖起大拇指。高玲俊说：“我从不随
地吐痰，铺子里的包装也从未乱扔过。
希望大家都能爱护公共卫生，都能为建
设文明、绿色的大美临汾出一份力。”

“有痰不乱吐，小事见文明。”市公
共卫生应急服务中心副主任郭临生介
绍，“随地吐痰，不但破坏环境卫生，还
会造成大量病菌传播。飞沫中的致病细
菌通过空气传播，会造成疾病传染，所
以一定不能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吐痰
时，一定要用纸巾把痰包好，再扔到垃
圾箱里。”

为通过法治手段促进社会公德和
文明行为的养成，自去年6月1日起，我
国首部专门聚焦治理公共场所随地吐
痰问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山西省禁止
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正式实施。

小 事 见 文 明
本报记者 闫晏宏

本报讯 （记者 赵 俊 李晓洁） 近
日，临汾第一中学校被市文明办、市志愿
服务联合会授予“学雷锋志愿服务基地”，
该校志愿服务培训同步开展。

授牌仪式上，临汾第一中学校校长介
绍了该校开展的志愿服务工作。随后，市
志愿服务联合会负责人为该校学生志愿
者进行了培训，旨在将志愿精神、服务宗
旨及意义传递给更多青年。

据了解，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成立 3年
以来，已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活动 11000余
场次，全市共注册志愿者 56万余人次，且
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力量加入，此次授予临
汾第一中学校“学雷锋志愿服务基地”，也
是对该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肯定，同时
呼吁更多的人与团体加入到志愿服务行
列中来，共同为临汾志愿服务贡献力量。

同心共创同心共创
文 明 城

临汾第一中学校被授予市级

“学雷锋志愿服务基地”

本报讯（记者 李卫红）为进一步加
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切实
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能力，使全
市城市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5月 22日，
市城市管理局针对新修订的《行政处罚
法》以及《城市管理执法办法》，邀请专家
对我市城市管理系统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了为期一天的执法培训。

培训会上，专家将法律法规与实际案
例相结合，内容深入浅出，加深了执法人
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认知。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要依法而治，循法而行。开展执法
能力提升培训，有助于执法人员规范自身
执法行为，强化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监
督检查。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化行政执法领
域改革的形势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
一定要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切实将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凝心聚力，
从严从实，切实提高执法能力，打造一支高
素质城市管理队伍，为深入开展靓城提质
工作，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闫 璟） 5月 20日是
第22个世界计量日。当天上午，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组织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尧都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中心医院、市妇幼
保健院等部门和医疗机构，在市人民医院
开展了“计量守健康惠民生”主题宣传服
务活动，普及计量科技知识，增进社会各
界对计量工作的了解。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来往群众免
费测量血压、称体重，解答群众咨询的
各类健康问题；检测人员为群众免费测

量镜片度数，普及日常计量的小窍门和
如何识别公平秤的小妙招，以及消费维
权相关知识。同时，该局还通过在公众
号推送计量系列知识、利用移动客户端
发送短信息、悬挂宣传标语、摆放宣传
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利用电子屏滚动
播放相关视频，全方位开展计量宣传与
科普，营造了人人关注计量、了解计量
的良好氛围。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也于当天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计量宣
传活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世界计量日宣传形式多样

市城市管理局

提高执法能力 规范执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 闫锐鹏） 近日，中国
电信“网络强国梦 翼启新征程-红色电
信为民服务初心路”西北区为民服务巡展
在临汾拉开序幕。

此次巡展是中国电信依托三级应急指
挥体系，调集陕西、新疆、甘肃、宁夏、青海、
内蒙古等西北区应急通信保障车辆和队伍，
携5G、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卫星电话等十
几种通信装备，分别从临汾和大同两个方向

入晋集结，开展红色电信为民服务巡展和演
练活动，其目的就是通过跨省应急通信巡展
和演练，检验中国电信西北区应急通信保障
能力，以高质量的5G网络和智慧化服务产
品，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参加本次临汾巡展的陕西、青海、甘
肃、山西四省的电信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还专程到侯马市党性教育基地彭真故居
进行了参观学习。

网络强国梦 翼启新征程
中国电信西北区为民服务巡展在临汾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