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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由县老干
部局、老年书画研究会举
办的“赞美新平陆，迎接十
九大”老年书画展在我县
老年大学活动室开幕。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委
书记郭宏，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裴向红参加开幕仪
式。

开幕式上，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县委书记郭
宏对此次书画展展出表示
祝贺，对参与书画创作的
全体人员表示感谢。郭宏
指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平陆经济的
迅速发展，离不开老干部
们对全县各项工作的关
注、关心、理解和支持；平
陆未来的发展仍然离不开
老干部们的关心和支持，
希望老干部们能继续发挥
作用，为平陆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创建做
出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十
九大顺利召开创造一个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裴
向红宣布书画展开幕。

开幕式结束后，郭宏、
裴向红一行参观了书画展，
详细听取书画作品介绍，并
与部分参与创作的老干部
交谈。郭宏对老干部在书画
创作中体现出的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生活
态度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他
们保重身体，继续创作出更
多富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此次“赞美新平陆，迎
接十九大”老年书画展共展
出作品 178 幅，参与创作人
员有老干部，也有民间艺
人，主要是围绕我县的新变
化、新成就进行创作，喜迎
十九大。其中，退休干部李
随林用两年半时间，用楷书
缮写四大名著 180 多万字，
缮写仍在进行中；民间剪纸
传承人刘俊平带领 20 多名
妇女，创作了“一带一路”、

“五福临门”等反映新时代、
新变化，赞美新生活的原创
作品 40 余幅。

9 月 6 日，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县委书记郭宏在
圣人涧镇调研脱贫攻坚、农
村环境整治和安全信访维
稳等工作，并提出指导性意
见。副县长、县公安局长樊
宇江参加座谈。

在圣人涧镇政府，郭
宏详细检查乡镇“五小建
设”进展情况，要求该镇要
按照标准，抓紧时间做好

“五小建设”工作。在圣人涧
镇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办公
室和环卫大队，郭宏认真听
取圣人涧镇对农村环境整
治长效机制的探索，希望他
们在探索中进一步规范制
度，并能在全县推广。在南
坡村，郭宏查看了市国税局
扶贫项目小杂粮加工厂,了
解贫困村集体经济破零情
况。在寺坡村，郭宏认真查
看“三基建设”情况，仔细询
问第一书记、村支书对有关

理论知识的知晓程度，并现
场讲解“三基建设”内容，要
求他们学习要入心入脑，学
用结合，切实用理论知识指
导工作。在毛家山村，郭宏
对该村脱贫攻坚工作和乡
村旅游发展情况作了进一
步了解。

郭宏指出，十九大召开
日益临近，圣人涧镇党委要
按照省委、市委、县委的要
求，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把
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山西
视察讲话精神，以及 7.26 中
央党校省部级研讨班讲话
精神，作为“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一项重
要内容，作为维护核心、见
诸行动主题教育的生动教
材。通过学习，进一步统一
思想、增强“四个意识”、规

范行动，把思想认识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县委
的要求上来，以良好的精神
状态推动各项工作。

郭宏要求，要继续加大
力度，搞好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要检点今年在脱贫攻坚
方面安排部署的项目实施
情况，镇村两级干部要清楚
政策，宣传好政策；要及时
了解驻村干部情况，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报告；要实施好
扶贫项目，扶贫项目的管理
和资金使用要安全有效，不
允许在项目上吃拿卡要或
把项目资金挤占挪用贪污
等现象的发生；要树立目标
导向和问题导向，按照目标
查问题，对照问题定措施，
确保今年脱贫攻坚年度目
标任务的完成。要做好安全
信访维稳工作。圣人涧镇地
处城区、城郊，矛盾问题多，
要把情况摸清、吃透，针对

性采取措施。要认真贯彻习
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指
示，下大气力，坚持“三处理
一到位”的原则，把出现的

信访问题进行排查，根据轻重
缓急，集中时间和精力做好信
访维稳工作。

郭宏强调，农村环境集中
整治工作要进一步探索长效
机制，加强工作细致程度。要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做好乡镇

“五小建设”工作；加强“三基
建设”，认真学习党规党纪，掌
握“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
的要求。村委换届工作要做到
心中有数，提前谋划，加强调
查研究。要加强干部思想政治
教育，树立“四个意识”，围绕
今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优化
营商环境，服务好项目建设，
以人民为中心，保护好群众的
合法利益，为十九大召开营造
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把
圣人涧建成首善之区，各方面
工作都要在全县争一流、当先
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郭宏在圣人涧镇调研指导工作

8 月 31 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行管
司巡视员孙庆国带领国务院安委办第八督
导组一行深入我县，就我县开展的安全生
产大检查和煤矿超层越界开采专项检查整
治行动工作情况进行督导。副市长乔登州、
县长李旸，副县长、公安局长樊宇江一同检
查。

今年以来，我县以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严格安全监管执法、严肃追责问责、强化问
题整改为抓手，坚持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落
实，咬死目标任务，从
严、从细、从实开展检
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在近期

安全生产检查中，排查一般隐患 784 条，整改
落实 723 条，限期整改 61 条。

在召开的座谈会上，督导组一行通过听
取汇报，查阅相关资料和图纸，对我县安全
生产大检查和煤矿超层越界开采专项检查
整治行动进展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检查了
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开展安全“体检”、安
全风险评估和分级管控等安全管理基础工
作情况以及安全生产大检查自查、煤矿超层
越界开采专项检查整治成果。督导组要求，
各级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大检
查推进力度，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发
现的各类问题要依法进行处理，各企业要加
大培训力度，提高人员素质，为安全生产工
作及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务院安委办督导我县安全生产

9 月 4 日，市委巡察五
组平陆整改“回头看”座谈会
召开。市委巡察五组组长邓
孟海，副组长李金钟出席座
谈会。

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旸
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翟纪
亭、县政协主席郭淑文、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段毅平、县
委常委、副县长李怀并、县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
主任孟力、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裴向红、县委常委、统战部
长吴宏伟参加会议。

会上，翟纪亭、李怀并、
孟力、裴向红及部分乡镇、单
位负责人结合各自牵头负责
的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和
自身感悟，围绕巡察整改工
作谈认识、谈体会、谈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情况和对巡察工
作的建议。

就进一步做好巡察整改
工作，李旸提出三点要求：一
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高。全
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高度重视巡察问题整改
工作，切实把巡察整改“回头
看”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
是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和
落实“党的建设两个走在前”
的实际举措，作为严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全面检
验，以坚定的政治自觉和强
烈的使命担当，牢固树立打
歼灭战、打攻坚战的思想，持
之以恒抓好整改工作。二要

在工作举措上再细化。要始终
坚持问题导向，严格对照市委
巡察反馈意见 4 方面、14 个
问题，按照“六个对照”的要
求，对照整改方案和问题清单
特别是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
全面细致梳理，逐项逐条整
改。要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
扎实开展好各项专项整治活
动，确保取得实效。要跟踪完
善整改台帐；对整改任务实行
盘点销号管理，确保巡察发现
的问题一个不落、减低清零。
三要在整改责任上再加强。县
委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要
对全县巡察整改工作负总责，
主要负责同志要积极承担起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加强统筹
领导，拧紧责任螺丝；各牵头
部门要进一步承担好牵头责
任，督促各乡镇、单位扎实抓
好问题整改；各乡镇、各责任
单位“一把手”要始终把整改
责任扛在肩上，把整改工作抓
在手上，把整改举措落实在行
动上，确保巡察问题整改到
位；县委巡察办要定期不定期
检查督办各乡镇、各单位整改
工作开展情况，对整改措施落
实不力的，要严肃责任追究，
全面推动巡察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到位，真正以整改的成果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以整改的
成效推动脱贫攻坚，以整改的
实效推动经济发展，向市委和
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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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晚，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县委书记郭宏主持召开
县委中心组学习会议。县委副书
记翟纪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孝木、县政协主席郭淑文、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段毅平，县委常
委、副县长李怀并，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关红，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察委员会主任孟力，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裴向红，县委常委、
统战部长吴宏伟参加会议。

会上，郭宏带领大家共同学
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
路》，传达了全省“践行习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暨深度贫困村整体搬
迁”现场推进会议精神，传达了全

市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聚焦深度贫困确保如
期脱贫摘帽推进会议精神。翟纪
亭领学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选载（一）。段毅平传达学习了
山西省贯彻《党政主要负责人履
行推进法制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规定》实施办法，传达了习近平总
书记对信访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精神及全国第八次信访工作会议
精神。李怀并传达学习了关于深
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
据真实性的实施意见。关红传达
学习了中办印发《党委（党组）网
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裴
向红领学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

践样本———右玉历任领导班子 68 年
的绿色发展接力。

郭宏要求全体与会人员要从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这篇
文章中进一步增强核心意识，要按照
中央、省、市要求把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的成长之路》作为开展“维护核心
见诸行动”主题教育的重要教材，各
党组、各单位都要组织学习，进一步
提高对确立和维护习总书记核心地
位重大意义的认识，增进思想和情感
认同，把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
心作为最大的政治，化为坚定的信
仰、信念和自觉行动；领导干部要带
头学习，带头宣传，县委中心组成员
和副县级领导干部都要先学一步，学
深学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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