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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浩）为严肃换届
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9月 23日，我
市召开换届纪律警示教育会议。省换届
风气第六巡回督查组组长孔禄泉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委书记闫晨曦主持会议。

孔禄泉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正处于
市级党委领导班子、纪委班子和村（社区）

“两委”换届的关键阶段，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临汾市县两级党委及相关部门要
强化政治责任，对标对表、狠抓落实，坚决
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
换届风气监督的重要指示要求和有关工
作安排，把严的主基调贯穿换届全过程，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强化问

题导向，抓早抓小、抓细抓严，坚决防范化
解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纪律宣
传教育，畅通举报受理渠道，落实联查联
办和快查快结机制，对违反换届纪律问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予以曝光，充分发
挥警示教育作用。要强化组织领导，各负
其责、联动高效，坚决以务实举措推动换
届风气监督工作取得实效，努力形成党委
负责、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的工作格局，确
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闫晨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
贯彻中央、省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有关
要求，以案示警、吸取教训，进一步严肃换
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气清明清正清新。要

立足“早”，提前谋划推进，始终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突出教育在先、警示在先、
预防在先，早敲警钟、早打预防针，及早排
除隐患，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突出

“严”，敢于动真碰硬，进一步畅通群众举
报渠道，按照换届工作“十严禁”要求，认
真抓好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对违规违纪行
为“零容忍”，做到露头就打、快查严办，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严查恶意举
报和诬告陷害行为，为换届工作营造良好
氛围。要落到“人”，形成工作合力，把严肃
换届纪律工作任务逐一分解细化，逐项明
确责任单位、责任人，进一步强化各级党
委的主体责任，书记的第一责任人责任，

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责任和组织部门的
直接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形成正风肃纪
的合力。要注重“实”，务求扎实有效，真正
深入基层，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摸清实
情、拿出实招、力求实效，把严肃换届纪律
的每一项工作抓细、抓紧、抓具体，确保换
届全过程风清气正。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镜鉴》和《警钟长鸣》，签订了《严格遵守
换届纪律承诺书》。

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不是市委
委员、候补委员的市级领导，各县（市、
区）党政正职，市委工作部门、市政府组
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太谷讯（记者 张春茂） 9月
23日，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西庆祝
活动暨第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
易博览会在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省农
产品国际交易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洪洞县委书记黄巍参加
2021乡村振兴（太谷）论坛中以“乡村振
兴与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主题的主论坛
活动，副市长闫建国参加开幕式并到临
汾展厅巡展。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西庆祝
活动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是我
省迎来的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第
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
会以“品牌引领拓市场 绿色转型蹚新
路”为主题，内容包括开幕式暨群众庆
祝活动、2021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
三届绿色植保技术创新国际高端论坛、

“百家龙头企业进山西”对接活动等 9
项活动。

此次交易博览会上，来自我市84家
企业的100余种特色农产品在临汾展厅

展出。整个展厅以“临汾优选品牌引领拓
市场，绿色转型趟新路”为主线，以“寻根
铸魂悦生活 品香溯源悦生活”为主题，
设立了“临汾优选、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功能农产品、
圳品、民间工艺品、中药材”等八大板块，
集中展示了我市农业农村发展新成果、
新技术、新产品。此次参展，我市首次运
用全息幻像3D展示台进行宣传，形象生
动地推介了吉县苹果、隰县玉露香梨、尧
羽连翘茶、隆化小米、古树核桃仁系列、
乡宁翅果、洪洞麦纤粉、浮山原浆醋、戎
子葡萄酒系列等 9种“临汾优选”产品。
同时，还设立了临汾优选产地直供直播
间，为我市农产品插上科技的翅膀，让临
汾特优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不断
增强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带动我市广
大群众增收致富。

开幕式上，霍州市政府与霍州东方
希望畜牧有限公司就年出栏12.5万头商
品猪育肥养殖项目进行现场签约，签约
金额20亿元。

这里是临汾，抔一把黄土都能攥出文明汁液的地
方。

这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10万年前“丁村人”
在这里劳作、生息、繁衍；5000年前帝尧在这里建都

“最早的中国”；600年前洪洞“大槐树”移民，自此成为
华夏民族共同追寻的根……

这里是旅游资源大市，有气势磅礴、象征中华民族
之魂的壶口瀑布，有蜿蜒盘桓的乾坤湾，有世所罕见的
云丘山万年冰洞……

“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五年
间，文化和旅游牵手，颜值和内涵“合二为一”，美丽临
汾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迈入“十四五”，临汾也将
加速释放文旅融合的潜力。

文化服务 惠及城乡群众

这是我市文化事业大发展的五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五年来，我市

积极唱响主旋律，全速提升文化软实力，深挖传统资
源、打造文艺精品，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临
汾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化力量。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服务，是我市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近几年，家住市区御景
水城小区的居民王丽几乎每周都会带着儿子到“三馆”
报到。这“三馆”，指的是临汾博物馆、临汾市图书馆、临
汾市文化馆。

临汾博物馆自 2018年 9月 18日试开馆、12月 18
日正式开馆以来，便一跃成为我市文旅新地标，赢得了
众多市民和外来游客的青睐，如今，更是凭借实力跻身
国家一级博物馆之列。

生活在临汾，能享受到的文化大餐远不止于此。近
年来，我市还建成开放了临汾市图书馆，并打造“智能
数字体验区”“影音鉴赏区”“红色书房”等特色人文阅
读空间，积极开展数字阅读推广，为广大市民带来多彩
文化生活。

这座坐落于汾河之畔的临汾市图书馆，总建筑面
积约28770平方米，馆内有藏书110万册，拥有2300多
个室内阅览座席，1000多个室外阶梯座席。馆内设有
普通图书阅读区、儿童阅读区、少儿活动中心、《赵城金
藏》展厅等27个功能区。“这里还有一个24小时不打烊
的读书区，书类全，阅读方便。”提起这座图书馆，市民
张世有赞不绝口。

这项文化福利同样惠及农村群众。五年来，全市公
共文化服务场所覆盖率进一步扩大，已形成布局合理、
覆盖全面的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市公共
文化设施有市博物馆、市文化馆、市图书馆；所辖17个
县（市、区）都有图书馆和文化馆，其中有博物馆 16个
（包括2个非国有博物馆）、美术馆5个、乡镇标准化综
合文化站151个，村级文化活动室2955个。我市通过持
续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网格体系不断
完善，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得到更大满足。

一个个公共文化设施建起来，一场场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去。五年来，我市相
继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非遗
进景区巡演”“周末剧场”“儿童剧场”惠民品牌活动，开展惠民演出“五进”活动，大力
推进“平阳记忆”“印象临汾”两大文化工程，先后创作推出了《老鹳窝》《河魂》《红色
绝唱》《父亲》《尧颂》等一批精品剧目，成为我市对外文旅交流、对外文旅宣传的强劲
引擎。同时，市文化馆根据受众人群的不同需求，积极开展点单式的文化培训活动，
将一滴滴文化活水引入群众心田，吸引了大量市民的热情参与。

一件件具体而微的实事，交织成一张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一个个触手
可及的“文化圈”，已经融入广大群众的生活。

（下转2版）

我市召开换届纪律警示教育会议
孔禄泉出席并讲话 闫晨曦主持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西庆祝活动暨

第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开幕

我市百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庆丰收 感党恩
——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孙哲峰） 9月23日，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渊先后到市应急管理
局和市生态环境局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
政府办公室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在市应急管理局，王渊详细了解了
机构设置、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工作
概况等基本情况。王渊要求，市应急管
理部门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党建
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

进、同考核。要持续强化能力提升，始
终树牢底线思维，加强调查研究和业务
学习，持续提高认知能力和专业能力。
要履职担当谋事创业，加强安委会办公
室建设，扎实抓好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
其他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建强应急救援力量，狠抓应急管理和安
全生产体系建设。要依法治安铁腕保
安，严格依法打击处理不安全的人和

事，坚决守住防范事故的最后一道防
线。要从严锻造过硬作风，以实际行动
打造应急管理系统“作风过硬、纪律严
明”的良好形象，为临汾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坚强有力的安全保
障。

在市生态环境局，王渊走进市生态
环境监控中心，详细了解生态环境监测
等工作情况。座谈时，王渊要求，市生态

环境局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深刻认
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拿出更大
的决心、采取更硬的措施，扭转严峻的环
保形势。要进一步明确任务、突出重点、
狠抓落实，在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方
面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进一步
完善制度、建立机制、压实责任，全面扛
起环境治理责任，充分发扬环保铁军精
神，敢于担当、敢于作为、敢于亮剑，凝心
聚力、奋力攻坚、扎实工作，全力扭转当
前生态环境治理的被动局面，冲刺完成
年度各项工作目标，以生态环境质量的
持续改善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
上一份满意答卷。

随着国庆节的临

近，我市园林部门因地

制宜，结合实际情况设

计布置了造型新颖、美

观大方的花坛造型，营

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

图为 9 月 22 日，工作人

员在市区鼓楼广场巨型

国旗前布置花坛。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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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力 完善制度 压实责任
王渊到市应急管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调研

庆祝临汾市第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庆祝临汾市第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我们这五年我们这五年··文化旅游篇文化旅游篇

本报讯（记者 田青松） 9月 23日
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一级巡视员
李朝旗就做好市第五次党代会宣传报
道工作，在临汾日报社进行了专题调
研。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政

治引领作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
领导，认真履职尽责，高质量完成市第
五次党代会的宣传报道任务。

调研期间，李朝旗详细听取了临
汾日报社关于市第五次党代会宣传报

道的准备工作汇报，认真查看了市第
五次党代会特刊的制作情况，并提出
了具体指导意见。他强调，市第五次党
代会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节点召开的

一次事关临汾今后五年发展全局的重
要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宣传方
案，调配精兵强将，全力以赴做好宣传
报道工作。要认真履职尽责，采取多种
形式，报纸、新媒体同频共振，使会
前、会中、会后的报道有声有色，提升
宣传的传播力、影响力。同时，要严守
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工作纪律，树牢

“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政治意识，始
终把讲政治贯穿宣传报道全过程，确
保宣传报道及时、准确、高效，为市第
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李朝旗在临汾日报社专题调研时强调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认 真 履 职 尽 责
高质量完成市第五次党代会报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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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 全） 9月 23日，
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市委常委、
副市长王渊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办
公室、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水利
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通报了全市天气预报情况，安
排部署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对部分县

（市、区）防汛准备和地质灾害防治情况
进行了调度。

王渊指出，当前省市党代会召开在
即，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全力做好防汛和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责任重大、意义重大，各地各级
各部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落实措施，把
各项工作做实做细，确保万无一失。

王渊强调，各地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本轮降雨天气，一定要充分研判本
轮降雨过程的特点和可能带来的灾害
风险，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大
对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检查巡查力
度，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坚决守住不伤
亡的底线。要坚持“生命至上、避险为
要”的理念，公共设施和生产经营单位

该停运的停运，该停工的停工，该撤人
的撤人，尤其是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
的区域，要全面细致排查、宣传发动到
位，一旦出现灾情，务必坚决果断撤
人；对各级责任人上岗到位、履职尽责
情况要及时检查抽查，确保责任人在岗
到位；要进一步细化落实应急响应措
施，确保预警信息和相应措施落实到
村、到社区、到户、到人。要狠抓落实，
对标目标要求，把防汛救灾各项措施不
折不扣落实到位，以万全防万一；要认
清今年汛期延后防汛工作面临的新特
点，坚决摒弃以往的惯常思维，高度警
惕，做好防范应对，确保全市平稳安全
度汛。

高度重视 防范到位 狠抓落实
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议

新华社加德满都9月23日电《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尼泊尔文版首
发式和第三卷英文版推介会，23日在尼
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此次活动由中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尼泊尔总统府、
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共同
主办。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出席活动并致
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发表视频致辞。中国驻尼泊尔大使
侯艳琪、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
巴特拉伊等各界人士参加了当天活动。

班达里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在国家
治理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功，受到了世界的普遍关注。今天我
们举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尼
文版首发式活动，相信读者在阅读这本
书的时候会了解中国近十年取得的奇迹

般的发展成绩，了解习近平主席的思想
理论、政治观点、政策方针及其成功的
实践。中国在脱贫攻坚和良治方面的丰
富经验也为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黄坤明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为中外读者认识把握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
文献。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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