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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州

凝心聚力谋发展 勇毅笃行谱新篇

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霍州市委书记李强在白龙镇陈村调研霍州窑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

历史铭刻奋斗足迹，
时代引领发展脚
步。
“十三五”
以来，
霍州市委、市政府始终
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和临汾市委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抢抓
机遇、大干快上，直面挑战、攻坚克难，全
市呈现出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稳定、
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翻看气势恢宏的“霍州答卷”，
一个个
高光时刻让人心潮澎湃，
一项项精彩成绩
令人鼓舞——
过去五年，破解发展难题，应对复杂
局面，全市转型升级加快推进。霍州市顶
住了经济下行、环境治理、疫情影响、竞争
加剧等多重压力，多措并举调整结构、稳
定增长，全市经济在困难中平稳发展，三
次产业结构由 2015 年的 4.4:63.5:33.1 优
化为 2020 年的 4.5:49.3:46.2。工业加快转
型，推动了煤炭、电力等传统产业的改造
升级、限产降耗、提质增效；
山西建筑产业
现代化绿色建材（霍州）园区等项目竣工
投产；
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获批，
“七
通一平”、标准化厂房、智创基地、创唯煤
机装备制造基地等建设如火如荼，
打造了
引领经济转型的主引擎。农业提质增效，
打造了干鲜果、小杂粮、中药材、规模养殖
等一批农业产业基地，
培育了粗布、杂粮、
年馍、枣夹核桃等地域品牌，传统美食三
上央视《巧手绮食》
《美食中国》等栏目，
创
响了“乡字号”
“土字号”
特色品牌。
文旅深
度融合，
七里峪景区入选第四批全国森林
康养基地，霍州署一期保护修缮全面完
成，鼓楼、祝圣寺入选国保单位，贾村、库
拔村、退沙村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许村被授予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霍州
市喜添全国生态文化旅游市、夏养山西森
林康养示范基地等名片，
全域旅游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再上新台阶。商贸蓬勃发展，
打造了鼓楼地下商业街、州里特色美食文
化街、南街商贸城、居然之家等一批商业
新地标，
霍州成功入选中国县域电商竞争
力百强榜。
过去五年，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创新
生态，全市发展活力有效激发。霍州市高

标准打造全省首家美学体验式市民中心，
推动“最多跑一次”
改革，
让广大市民能够
享受到优质政务服务。
成立智能再制造研
究院，组建产业技术战略联盟，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该市生产的口罩、枣夹核桃等
产品，成功开拓了海外市场，开放型经济
水平全面提升。
国资国企、农业农村、市场
监管、医药卫生等多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
展，
转型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
过去五年，攻坚污染防治，推进生态
建设，全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霍州市坚
定不移落实“两山”理念，累计投入 10 余
亿元，深入开展工业污染、散煤污染、
“散
乱污”
企业、物料堆场封闭、矸石山综合治
理等治理工程，确保企业全部达标排放。
以汾河流域生态治理为重点，
出台河道治
理“严十条”，
建成朝阳污水处理厂和沿汾
“9+1”污水处理站，推动汾河流域水质在
退出劣 V 类的基础上实现稳定达标。集中
供热面积达到 860 万平方米，天然气扩户
工程在全覆盖的基础上延伸到 9 个乡镇
（街道）。大力推进绿化造林工程，全市新
增退耕还林 1.2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28.45%，让“中国绿色名市”这张名片历
久弥新、更加靓丽。引深开展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大力实施“三拆三下三进三出”，
不仅改变了环境，塑造了形象，更彰显了
霍州力量。
过去五年，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
服务，全市城乡面貌日新月异。霍州市不
断拉大城市骨架，建成区面积由 2015 年
的 12.6 平方公里扩大到 2020 年的 15.8 平
方公里，城镇化率由 2015 年的 62.5%提升
到 2020 年的 68%，城市辐射力和承载力
大幅跃升。
建成开元小区、阳光首府、州署
文化产业园等高品质住宅小区，
完成东门
桥改造、赵家庄小学天桥等一批市政工
程，城市品位稳步提升。扎实推进采煤沉
陷区治理、地质灾害治理、
“四好农村路”
等工程，创建美丽宜居示范村 20 个，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过去五年，加大民生投入，保障民生
事业，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霍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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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州市委副书记、
霍州市委副书记
、
市长李青雁对建筑工地及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

上下深入开展八大扶贫专项行动，1485
户 3304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
贫，94 户 230 名“两类户”全部解除风险，
全市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持续
举办爱心助学活动，
成功创建国家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市，圆满完成《义务教育
学校管理标准》省级试点任务，教育教学
质量稳步提升。
霍州市实验小学荣获第二
届全国文明校园。
技工学校成功创建省级
高技能培训基地和高水平实训基地。
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医疗集团正式挂
牌，
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顺利通过中国胸痛
中心认证。扎实推进全民参保计划，进一
步扩大各类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成功举办
教育产业发展论坛、全国老年人门球交流
赛、
“语文报杯”
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等赛
事，
受到国家、省市媒体的关注报道。
文化
活动中心、霍州大剧院投入使用，形成了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霍州蝉联
全国科普示范市、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
连续五届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过去五年，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治理
能力，全市基层治理效能显著增强。在疫
情防控中，霍州市出台“最严十条”，构筑
群防群控严密防线，
坚决遏制疫情传播蔓
延。截至 2020 年底，全市“三零”村（社区）
123 个 ，
“ 三 零 ”单 位 3764 个 ，占 比
99.52%，高于省 2022 年底 90%以上的目
标。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健全“三
三”
信访机制，
平安霍州建设有效推进，
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提高。
过去五年，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正风
肃纪，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霍州市深
入开展“两学一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等学习教育，进一步夯实了党建基础，完
善了规章制度，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狠抓“三基建设”，高标准打造了前进
社区、永泉社区、市检察院、石鼻村、义城
村等全省一流的党建先进典型。
认真落实
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建强各级领导班子，
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
取得新进展。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建设，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四风”
问题
得到有效遏制，
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
凝聚起了党心民心。
凝心聚力创佳绩，奋楫笃行开新局。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
一
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今年 3 月底，霍州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
“十四五”时期是该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关键期，是培植后发优势、破解
难题、补齐短板的攻坚期，
是扩大开放、促
进区域融合发展的加速期，
为此将今后五
年的发展定位于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
发
挥大运高速联通晋中晋南、黎永高速连接
吕梁太行的公路交通优势，加强与太原、
西安、离石、长治等城市的互动，
打造区域
交通中心枢纽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城市。
打造能源革命的先行区，
用足用好资源枯
竭城市和转型综改的扶持政策，先行先
试，改革创新，加快煤电产业清洁低碳发
展，保持煤电产业链竞争优势。打造全省
高端装备制造的标杆区，
把装备制造作为
产业转型的主攻方向，作为兴市之器、立
市之本、强市之基，继续加强与大型装备
制造企业合作，
放大霍州在煤机装备制造
领域积累的优势，
建设全省装备制造的新
标杆。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充分
挖掘“镇山文化”
“锣鼓文化”
“官衙文化”
等文化蕴藏，叫响“中镇霍山·华夏州署”
“夏养山西·康养霍州”旅游品牌，推动文
旅与康养相融互促，
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
示范区。打造乡村振兴的样板区，深入谋
划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举措，
抓紧补
齐农业农村短板，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打造乡村振兴的
霍州样板。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行而不辍，未
来可期。当前，霍州全市上下正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省委、临汾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凝
心聚力，锐意进取，实干担当，攻坚克难，
奋力书写“转型出雏型，率先蹚新路”的
辉煌篇章！

农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振兴

党群服务打造新阵地

商贸发展百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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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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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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