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宋苗 5 月 17 日下午，我县在公安局四楼会议室召

开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领导小组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郭爱斌，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李炜，副县长魏瑛，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曹乾出席会议。

会上，李炜通报了全县 2017 年以来查处的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

问题的典型案例和扶贫领域、民生领域工作进展情况。张宏伟强

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委 （党组） 要按照党对反腐败工作全过程

领导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要求，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特别是“一把手”要切实担好第一责任，把整治群众身边腐败

问题牢牢抓在手上、抓出成效。要精心组织谋划，抓好贯彻落实，

切实做到落实工作责任，突出问题导向，从严督查督办，强化问责

追责，推动整改提升。要推进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加强“三

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宣传引导，弘扬清风正气；合理容

错纠错，鼓励改革创新。要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确保全县各项工

作协调推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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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俊杰 牛佳丽 5 月 14 日上午，市委办公厅副秘书

长裴少飞深入帮扶村定昌镇烟立村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郭爱斌，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田耀德，副县长魏瑛、武

虹波一同调研。

在烟立村，裴少飞认真查看脱贫攻坚档案资料，实地查看产业项目

和移民搬迁项目，详细了解目前脱贫攻坚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深

入部分结对帮扶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健康

状况、经济来源和生活开支等情况。

裴少飞要求，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要加大对已经脱贫群

众的扶持力度，扎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带领村民

增收致富，真正为民办好事，有效帮扶贫困户巩固脱贫成果，巩固防止返

贫机制，真正打赢脱贫攻坚战。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坚定致富

信心，形成脱贫合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培育和发展富民产业，帮助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带动全体村民共同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 记者 井娇 5 月 17 日，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仙建

其一行来我县，就我县预算审查监督执行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座谈。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光清、副主任张树堂参加会议。

座谈中，刘光清对我县预算监督审查工作进行了汇报。县人大

财经工委、县财政局、县审计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对预算执行情况做

了发言。仙建其对我县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予以肯定，希望今后，要进

一步规范预算编制管理，充分发挥审计工作在预算监督中的作用，尽

快推动预算联网监督工作的开展。

李海生———被世界温柔爱着的流浪汉

裴少飞在定昌镇烟立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市人大财经委调研我县预算审查监督工作

张宏伟主持召开脱贫攻坚领导组会议

5 月 15 日中午，刚刚被一场细雨洗涤后的南里乡

中里村敬老院，洋槐花香格外浓。新店镇小南沟村 56 岁

的王茂堂骑着摩托车，带着从集市上买来的二斤枣糕，

敲开了敬老院的门。他专门来看望一位特殊的“朋友”。

3 月 25 日之前，王茂堂和李海生还是两个八杆子

都打不着的人。56 岁的王茂堂是新店镇小南沟村人，他

和妻子在村外 10 里的牛场养着 10 几头牛。66 岁的李海

生，是南里乡圪陀村人，13 岁辍学外出流浪放羊，无依无

靠，一放就是四十多年。

3 月 25 日，李海生几经查访，流转来到了王茂堂的

牛场，恳请帮忙干一些零活，只求能管吃管住，维持生

计。善良的王茂堂看着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李海生，毫

不犹豫就答应了，马上给他腾开一间房子，把自己的铺

盖和日用品备拿了过去，还给李海生放下 200 元钱，原

本以为就这样开启了相安无事的“雇佣与被雇佣”生活。

3 月 29 日大早上，李海生便赶着牛出去放牛了。中

午 12 点，正在家切草的王茂堂被慌慌张张跑来的邻居喊

住了：“茂堂，快去看看，你家放羊老汉在地里趴着，一动

也不动，该不是出什么事了！”王茂堂赶忙放下手中的活

儿，跑到地里一看，李海生蜷缩着身子在地上躺着，满头

冒着虚汗。王茂堂小心地把李海生的上半身抱起来，手

忙脚乱地掐了半天人中，李海生逐渐有了点意识，他含

糊不清地说自己心烦，头疼，浑身没劲。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王茂堂马上给小南沟村村委主任和在城里的女婿

打了电话，不一会儿，村主任和赶来的几个村民帮着王

茂堂把李海生抬回了家，女婿也很快就开着车回来了。

出了门，王茂堂又折回来把前一天刚刚卖了牛犊的 2000

块钱揣在身上。

不到一个小时，王茂堂背着李海生来到了县人民医

院，并把李海生在中医院上班的老乡也叫了过来。医生

经过初步诊断，建议马上去做 CT，王茂堂又背着李海生

来到 CT 室。做完检查后的李海生被确诊为心肌梗死，生

命垂危，马上入住 ICU 病房。而此时王茂堂身上的 2000

块钱已经在急诊、CT 和 ICU 花得差不多了。他紧紧抓着

主治医生的手说：“大夫，求求你们先救命，命要紧，钱，

我马上想办法。”面对此情此景，县人民医院果断对李海

生进行了抢救。在人命危急关头，王茂堂义无反顾在病

危通知书和抢救同意书上签字画押，整整 5 天 5 夜，王

茂堂和女婿衣不解带守着李海生，伺候李海生的吃喝拉

撒和大小便。5 天后，李海生终于苏醒了，度过了第一个

死亡关口，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可是后续治疗依然很

复杂。王茂堂又让家里的妻子陆续进城送了几次钱。

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困难还在考验着王茂堂，由

于李海生孤身一人，四十多年都没有使用过户口，也和

老家没有任何联系，村里以为他的户口在外地，放羊放

牛所到之村以为李海生户口在原籍，导致李海生没有户

口和医保，没有养老手续。住院期间，王茂堂让女婿看着

李海生，自己来到县公安局，以补登漏登的方法，先后到

南里乡政府、新店派出所、段柳派出所、册村派出所，通

过让左邻右舍和熟人出具证明，录口供等方法，收集李

海生之前放羊的地方可能落户的手续证据，为李海生申

请办理补录户口手续。

段柳派出所的同志们放弃清明假期，按照规章制

度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取证和录口供，用了不到十几

天的时间为李海生办理了上户手续。从此，这个 66 岁

的流浪汉，终于有了户口，王茂堂一颗挂着的心也掉进

了 肚 子 里 。 （下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李俊杰 5 月 15 日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在脱

贫攻坚指挥部会议室主持召开脱贫攻坚领导组会议，对肉鸡产业园区

建设、市级帮扶队伍对接、文化广场建设等事宜进行了研究，对“前两轮

督查调研”整改、第三轮督查调研、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等全县脱贫攻坚

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郭爱斌，县委常委、县

委办主任田耀德，副县长王丽萍、魏瑛、李佩璋、曹乾、武虹波，县政协副

主席张建伟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全县各部门各乡镇做好对贫困数据的基本信息、推进情

况、计划等要精准做到底清数明。要主动上门对接市直单位驻沁帮扶工作

队和襄垣县对口帮扶工作队，把握脱贫标准，找准自身短板，实实际际寻

求帮扶单位做一些实事好事。要整合各方资源，加强合作，利用好扶贫资

金、金融等政策，解决好肉鸡养殖产业发展问题。要利用县纪委、监委，县

委督查室等督查机构对脱贫攻坚进行专项督查，多层次、全方位了解掌握

脱贫攻坚的第一手情况，找问题一针见血，盯进度对标对表，督整改见人

见事。要聚焦文化广场、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等急需解决的问题，确保好钢

用在刀刃上，在脱贫攻坚发展产业项目方面，要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注入，

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我县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马瑞芬 牛佳丽 5 月 15 日，市政协副主席刘鹏飞带

队到我县视察监督转型项目建设情况。县政协主席郭建宇，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郗淑芳，县政协副主席王小宁一同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牛寺乡走马岭综合旅游开发项目基地、沁县

爬山糙小米开发有限公司和沁园春矿泉水有限公司等转型项目建设现

场进行了实地查看。通过进车间、看产品、问进度、查资料，听介绍，详细

了解项目建设情况，询问企业发展需求，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县关于

转型项目建设情况汇报。

刘鹏飞希望我县在下一步工作中，紧紧围绕富民强县这一目标，

加大转型项目建设推进力度，一要“新”，即策划项目要新，以新技

术，新工业，新产业推进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打造沁县长处特色产

业；二要“诚”，要以诚招商，谋划一批，引进一批好项目，以真诚

打造沁县的转型项目落地生根。三要“实”，即落实项目要实，真抓

实干，破解难题，按照时间节点，严格落实，严格推进项目进程，全

力打造新的县域经济增长极。

又讯：5 月 16 日上午，市政协副主席杨江波带领专题调研组深入

我县，就产教融合发展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副县长武虹波，县政协副主

席郭庆宏一同。

杨江波一行先后深入我县职业中学、山西沁州黄小米有限公司、

富民职业培训学校，实地了解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师资、资金投入、

校企合作、学生就业等情况，并认真听取了我县近年来产教融合工作

发展情况。杨江波希望，我县要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管理体系，继续深化产

教深度融合。

市政协在我县调研转型项目和产教融合情况

本报讯 记者 郭学红 5 月 17 日下午，我县在公安局召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郭爱斌，副县长、公安局长曹乾出席会议。

在听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汇报近期工作开

展情况后，张宏伟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认

真落实省委书记骆惠宁指示要求和市委书记孙大军讲话精神，对进

一步引深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安排部署。一是要正视工作差

距，认清当前形势。二是突出打击重点，明确主要抓手。三是强化组织

保障，形成强大合力。全县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政法各部门要切实肩负

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迅速掀起

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新高潮，为决战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郭爱斌对做好下一阶段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新店镇大端水磨头漂流，三公里水域，碧水如带，两岸古树依依、石壁陡

峭。乘竹筏漂流或飞流直下，或静缓从容，或斗转曲折，一路花树掩映、古村

相迎、廊桥劈波，漂流于碧水青山间。新店镇大端村漂流以它独特的魅力，迎

接每一位寄情山水的游客。 秦 超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5 月 15 日晚，我县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主持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骆惠宁在长治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市委书记孙大军在骆书记调研长治时的工作汇报；市委十

一届五次全会精神；市委书记孙大军在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

十一届市委第三轮巡察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

张宏伟就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做了具体安排。要求，一要

抓好群众身边腐败问题专项整治。5 月 11 日，省委骆惠宁书记

主持召开省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领导小组会议，对下一步工

作做出了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市县两级党委要坚决扛起主体

责任，各级领导小组 5 月 20 号以前要召开会议，抓紧分析研判

本地整治形势，认真查找工作不足，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市对

县的工作要进行点评，好的予以表扬、差的予以批评。二要抓

好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各级各部门要保持头脑清醒，适应新时代新要求，高度重视市

委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要对照巡察发现的问题，进

行细致入微的回头看，真正地查摆问题、解决问题。三要抓好

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和观摩检查。全县上下要始终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深刻反思，强化整改。四要抓好第十届端午民俗文化

节的筹备工作。各部门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各项工

作，从细节入手，抓牢各个环节，明确责任，确保活动安全有

序。五要抓好转型项目建设。要围绕现代农业、全域旅游等产

业体系，加大招商力度，完善招商机制，优化营商环境，进一

步谋划储备、引进推进一批好项目，充实转型项目库，推动转

型发展取得新进展。

魏 方方
土

我县召开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领导小组会议

我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扩大） 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魏 牛佳丽 5 月 18 日上午，

沁县襄垣县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对接会在沁州宾馆召开。

市政协主席许霞，襄垣县委副书记、县长贺思宇及该

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

致欢迎辞，31 支驻沁县工作队，沁县四套班子领导，

各帮扶单位 " 一把手 "、乡镇

党委书记、跨县帮扶村党支

部书记共计 150 余人参加会

议。

结对帮扶大会上，市政

协主席许霞指出，近年来，

全市人民亲眼目睹了沁县人

民如何克服基础差，底子薄，

经济弱等各项困难，齐心协

力带领群众攻坚克难的决心

和动作。希望襄垣人民要有

信心，带着真情带着希望驻

村帮扶，相信帮扶工作一定

能够结出硕果。许霞指出，

沁县和襄垣一衣带水，友谊

历史悠久，襄垣县驻村工作

队要有信心，把好的经验和

做法全力以赴展现好，结合

乡村政策，因地制宜，多方面监督促进，把各个村的

经济帮扶作为首要任务，力所能及推动好扶贫对接工

作。沁县要在照顾好驻村工作队员饮食起居的前提下，

向兄弟县襄垣学习先进经验、做法、思想和观念，借

助这一机会，虚心学习，多方面监督和促进全县人民，

顺利完成好摘帽脱贫任务。

许霞指出，脚下有泥土，心中才有底。全市转型

项目大发展，脱贫攻坚已经提上重要日程，扶贫不难，

难在改变思想，振兴不易，重在改变心态。沁县要以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定信心，和襄垣共

同努力，携手并进，如期完成摘帽脱贫任务。

襄垣县委副书记、县长贺思宇在讲话中表示，襄

垣县一定坚决完成好市委、市政府交付的任务，全力

抓好结对帮扶工作，确保两县人民群众一起奔小康。

要坚决做到真金实银、真心实意、真抓实干结对帮扶，

要坚决保证实际成效，推动更多的企业、农业大户来

沁县投资，带动沁县贫困人口就业，真正扛起责任担

当，圆满完成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各项工作任务。

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

人民，向各位领导和襄垣县的结对帮扶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张宏伟表示，沁县将珍惜机遇、加倍努

力，积极配合、密切协作，扎实有效地开展好结对帮扶工

作，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结对帮扶大会上，襄垣县人民政府向定昌镇烟立

村、南里乡东林村、故县镇王家庄村、牛寺乡申则村、

次村乡石科村等 31 个村每村现场发放 5 万元扶贫产业

项目启动资金。随后帮扶工作队一行还深入段柳乡双

沟村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襄垣县对我县进行脱贫攻坚结对帮扶

本报讯 记者 宋 苗 李俊杰 5 月 16 日，我县召开第十届端午民

俗文化节暨山西省第六届龙舟公开赛“水上安保专题会议”，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冯华，副县长王丽萍出席会议。

会议主要围绕第十届端午龙舟文化节节前准备及文化节期间基

础设施、活动赛事等相关内容进行安排部署。会上，水利、海事、消防等

重点部门提出龙舟节工作准备预案以及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冯华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制定安全责任体系，细化任务，责任

具体到人，确保各项安保工作顺利进行。强调，安全无小事，相关

部门要对安全问题高度重视，部门安排值班表，具体责任人及联系

电话，做到责任具体到人；要倒排时间，具体落实，制定应急预案；

各单位要立足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举办沁县端午民俗文化节

的重大意义，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责无旁贷；端午文化

节活动内容较多，在安保、交通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克服

困难，齐心协力，确保“我们的节日·端午”第十届民俗文化节暨山

西省龙舟公开赛圆满完成。

我县召开端午民俗文化节水上安保专题会议

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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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奉献 倾情携手脱贫

榜 样
我们身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