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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0 月 31 日，县委书记卢展明深入

育才小学、红旗小学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进行督导调研。

副县长武虹波一同调研。

每到一处，通过认真听取汇报，详细察看学校校园环境、

硬件配备、办学特色、亮点打造等情况，卢展明对我县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就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卢展明指出，当前，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在

即，县教育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盯紧时间节点，

聚焦重点，统筹推进，全面发力，精准施策，确保各项工作得到

及时有效落实。学校要坚持节俭、高效的原则，集中全部精力，

对标对表，查缺补漏，强化整改，完善机制，确保高标准、高质

量通过国家评估验收。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0 月 28 日下午，

省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杰在我县调研

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强调，越是在脱贫攻坚

的关键时期，越要坚定信心、锁定目标，查

漏补缺、整改问题，按照脱贫摘帽要求，补

短板、强弱项，全面打赢打胜脱贫攻坚战。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唐立浩，副市长郜

双庆及县委书记卢展明、县长张宏伟等一同

调研。

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扶贫车间、牛寺

乡走马岭村、漳源镇萝卜港村等地，刘志杰一行通过听取汇报、实地

查看、入户走访等方式，详细了解了我县产业扶贫、移民搬迁、健康扶

贫、扶贫超市运行等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刘志杰对我县精准扶贫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我县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思路清晰、措施有力、干部作风扎实，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经

验，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希望我县要继续围绕目

标，将各项扶贫政策有机结合，进一步加强管理，补齐短板,打赢脱贫攻

坚战。

刘志杰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有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掌握脱

贫摘帽验收标准和退出验收时间节点，抓紧调度，强化比对，确保脱

贫攻坚数据真实、准确、可靠；要全面检查政策落实情况，抓住政策的

标尺，认真研究；要明确后续工作安排，推动工作落实，全面提升群众

认可度，以优异的成绩实现脱贫摘帽目标。

县委书记卢展明表示，将以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进一步咬紧目

标、倒排工期、落实责任、强化措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定的决战

决心、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坚决打赢打好 2018 年全县

脱贫摘帽攻坚战，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全县 18 万人民交上一

份圆满的历史答卷。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0 月 28 日，“学习习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专题培训班在武乡太行学院开班，卢展

明、张宏伟等县四套班子领导现场聆听讲座。

培训中，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省委省政府今年出台的三个重要文件、今年脱贫攻坚三大考核

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要求，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重要论述为指引，用工作质量保证脱贫质量，用政策集成提供坚实

保障，用帮扶到位解决突出问题，用组织保障落实目标任务，用扎实作

风求得最实效果，推动全省精准脱贫攻坚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重大意义的重要论述上来，切实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滚石上山的劲头和勇气，不放松、不停顿、不

懈怠，坚决打赢打胜我县脱贫摘帽战。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0 月 31 日，县委书记卢展明，分管

副县长魏瑛深入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突查值班情况。

县委书记卢展明一行首先来到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与值班人员亲切交谈，了解值班情况。随后查看了森林防火卫

星监测图，并听取了值班工作人员汇报全县森林防火情况。

卢展明强调，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问题导向，结合森林火灾案例，有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增强

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和法治观念；要创新思路，利用好清洁能

源取暖生物质供热，将秸秆变废为宝，有效利用，减少焚烧秸

秆和环境污染；要加强森林火源管理，加大投入力度，加强森

林消防队伍建设，加强培训和实战演练，切实发挥专业扑火队

伍在防火、灭火中的作用。

走在前列 干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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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共建 打造“闭环式”美丽乡村罗卜港

本报讯 记者 牛佳丽 王思洲 11 月 1 日上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发

改委党组成员、粮食局局长张天喜带队的考察组来到我县山西沁州黄

小米（集团）有限公司，就沁州黄小米品牌荣誉进行学习取经。省粮食

局局长、党组书记王云龙，县委书记卢展明，县长张宏伟，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郗淑芳一同考察。

考察组一行边走边看边询问，认真了解沁州黄发展和质量管理

情况，着重就公司质量体系建设、产品质量追溯、品牌建设等进行了深

入探讨。并深入公司生产车间，了解我县农业种植、技术推广、产销收

益、品牌建设等情况。

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始终把提高产品质量摆

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做良心企业，生产百姓放心食品，确保了沁州牌

沁州黄小米和谷之爱小米米粉的质量和品牌荣誉，产品从市场上一跃

脱颖而出，成为了全国著名品牌和山西省对外的一张靓丽的金名片，

赢得了消费者交口称赞的良好口碑。

通过学习取经，大家表示受益匪浅，今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

思维，真抓实干，进一步加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共进。

内蒙古考察组学习我县小米品牌建设经验

卢展明督导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学习习总书记扶贫工
作重要论述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专题培训

卢展明突查护林防火指挥部值班情况

我县组织收听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1 月 2 日，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崔建泰在我县调研指导工会工作，县委书记卢展明、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光清一同调研。

崔建泰一行先后深入新店镇、南里乡，通过实地查看、翻

阅资料、与相关负责人交谈等方式，详细了解基层工会队伍建

设、工作开展等情况。

崔建泰对我县工会工作开展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

厚感情，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职尽责，着力提高工会干部的

履职能力，提高工会组织服务广大职工的质量水平，充分展现

工会在新时代的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拓工会工作新局面。

崔建泰在我县调研工会工作

南里乡集中安置点项目总投资 1191.36 万元，占地面积 41160 平米，建设移民楼

4 栋，搬迁安置 142 户 36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17 户 308 人，同步搬迁 24 户 57

人。目前，已经全部分房到户。同时，礼仪文化活动中心、卫生室等配套基础设施已同

步到位。 李建军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学红 秦超 漳源镇罗卜港村距县城 15

公里，全村 176 户，476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138 户、365 人，

2017 年实现整村退出。一年来，该村坚持以乡村振兴统领脱

贫攻坚，走出了一条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成功路径。

加快产业植入 第一书记带“智”入村谋发展

一年前的罗卜港村，党支部软弱无力，村容村貌“脏、

乱、差”……“第一书记”赵瑞自上任以来，主动担责压担，时

刻把村子发展放在心上，为贫困群众致富增收贡献积极力

量。在单位和镇党委的指导下，制定了罗卜港村发展计划：

通过农业调产、帮助务工、发展养羊，推进“两个闭环”建设。

一是“闭环式”特色产业链。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引导

群众种植种植油料作物（油葵、花生、小麻）509 亩，以“一社

一厂一基地”为主要带动，实现了“油料种植———油作物加

工榨油———油渣养牛———牛粪———有机肥料———油料种植”

全产业链运行。“一社”，即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成立了沁县

北神山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一厂”，即以集体资产收益型

模式投资 40 万元，建成年产 8 万斤榨油加工厂一座，年收

购 25 万斤油料，年利润 5 万元左右，用于集体经济收入。

“一基地”，即投资 70 余万元，建设母牛繁殖基地 11842 平

米，贫困户以委托管理的形式，由合作社统一经营，辐射带

动 41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2000 元。二是“闭环式”建设美丽

乡村。在做好产业的基础上，旧村新村一体建设，社区治理、

乡风文明共建共享。移民搬迁 72 户 171 人拎包入住，同步对

旧村进行了绿化、美化、亮化。建立“一约四会”“一墙六榜”，

实行了“垃圾不落地、垃圾分类”的社区管理模式，打造出一

幅“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支部引领办实体 集体经济闯新路

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成立沁县北神山农牧开发专业合作

社，贫困户以委托管理的形式，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目前有

繁母牛百余头，辐射带动 41 户 126 人，户均增收 8000 元。并

以集体资产收益型模式建设机房 3 间，储油房 3 间，原料储

存房 4 间，油渣储存房 4 间，年纯利润 3 万元左右，用于集

体经济收入，可带动贫困户种植油料作物（油葵、花生、小

麻）509 亩，涉及贫困户 87 户，剩余油渣可用于能繁母牛养

殖饲料；利用土地整理项目，投资 126 万元，新增耕地面积

150 亩，出租收益 4.1 万元。

罗卜港村还依托沁州黄、檀山黄、汾州高粱、潞宝集团

等龙头企业，推行订单种植，巩固发展了油用牡丹、沁州黄

谷子、油葵、高粱等四大特色种植业，带动全村贫困户人均

增收 500 元以上。

乡风文明促善治 整村提升焕新颜

罗卜港村积极倡导实践乡风文明，率先实行“垃圾不落

地、垃圾分类”管理，建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文化墙，

建立了“一约四会”“一墙六榜”，不断形成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合一”的美丽乡村新境界，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用足用好扶贫政策，多渠道筹措资金，整合投入贫

困村整村提升资金 48 万元，对旧移民村房屋面貌进行了改

造、美化、亮化 。新建移民安置房 171 间 4275 平方米，修通

了街巷道 1.8 公里，吃上了自来水，新建 800 平米文化活动

广场、排水、公厕、卫生室、爱心超市等基础设施全面改善，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下一步，罗卜港村将持续推动农村经济走向繁荣，让振

兴的春风吹遍罗卜港乡间每一片土地，将罗卜港村建成全

民向往、全面发展的美丽乡村。

本报讯 记者 魏 11 月 1 日下午，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工

作电视电话会召开，县长张宏伟、副县长魏瑛以及各相关部门

负责人在我县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以赴做

好防控工作，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就做好我县防控工作，张宏伟要求各部门提高认识、认清

形势，在防控工作中做到发现早、行动快、管控严，确保排查到

位、移动监管到位，规范检疫各个流程，将责任层层落实、层层

压实，同时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将国

家与省、市、区关于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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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里乡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及礼仪文化广场

秋风习习，秋收如画。

在段柳乡绿色有机旱作农业封闭示范区，种植户李

晗义看着沉甸甸的谷穗，脸上乐开了花。“一样的成本，一

样的品种，不一样的土质，不一样的管理，产出双倍甚至

更多的效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沁县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县，也是省政府确定的

34 个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县域之一。境内生态良好，

土厚地肥，坡岭地、旱垣地、沟坝地相互交错，形成了丘陵

状自然隔离、有利于发展有机旱作农业的地形地貌。

近年来，沁县以旱作农业为主,不断探索发展农作物

轮作养地、良种良法、配方施肥、环境净化、生态保护等有

机旱作农业技术，培育出了一批以“沁州

黄”小米为龙头的优质特色农产品和“三

品一标”品牌，先后被评为“全国农产品

加工示范基地县”“全国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县”等，为打造“沁州黄”小米、“沁州

红”高粱、“沁州白”小麦三大特色产业有

机品牌新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耕细作 打造品牌

段柳乡绿色有机旱作农业封闭示

范区，以周边自然山岭、沟壑、道路为隔

离带，规划了沁县山上人家农林开发有

限公司基地，以及周边段柳乡尚义、东

寨、霍沟、闫家沟 4 个村地域 3140 亩，对

示范区产业体系、标准体系实行“统一规

划设计、统一确定良种、统一投入供给、

统一收获储藏、统一加工销售、统一检查

管控”体系管控，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实行“统一有机

标准、统一进行培训、统一操作规程、统一疫病防控、统一

申请认证、统一检测检验、统一质量追溯”质量管控。

农委主任魏志岗介绍说，段柳乡绿色有机旱作农业

封闭示范区，从立地条件、管控模式、技术控制、追溯体系

四个环节建立健全了封闭管控体系。同时，按照生产技术

标准和操作规程，推广运用病虫害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

肥、秋耕壮垡等有机旱作农业配套技术模式，从而保证示

范区内农作物的质量和效益。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沁县将以优质小米为主要产

品的“沁州黄”、优质高粱为主要产品的“沁州红”、有机小

麦为主要产品的“沁州白”等优质农产品进行集中管理、

生产、包装、开发，形成了多彩的有机农产品品牌。

发挥优势 凸显特色

近年来，沁县立足于自身自然资源优势，大力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围绕创建有机旱作农业封闭示范区，

重点培育发展了“沁州黄”小米产业、“沁州白”面粉原粮

小麦产业、酿造高档汾酒原粮的“沁州红”高粱产业。

为保障和提升沁州黄小米品质，根据对海拔、光

照、土质的测定，划定了示范沁黄 2 号品种有机沁州黄谷

子基地 1020 亩；借助山西“世界面食之根”这一品牌，将

沁州有机小麦产业做强做大，根据土壤成分情况，划定有

机沁州白面粉原粮小麦示范基地 1110 亩；从 2006 年起，

沁县为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汾酒专用高

粱，到 2014 年，沁县高粱品种被汾酒集团命名为“汾酒一

号”专用品种，成为了酿造高档汾酒的专控专储专用原粮。

这一产业吸引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700

万元，在沁县建成了肉牛育肥场，旨在建立成品高粱酿造高

档汾酒，高粱秸秆和高粱壳加上汾酒酒糟加工成有机饲料，

有机饲料育肥有机肉牛，肉牛的排泄物加工成有机肥料，有

机肥料投入到有机高粱种植的循环产业体系。

依托龙头带动、市场主导，聚焦绿色有机旱作农业，推

行“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科技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化经

营模式，将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的、粗放式的经营纳入

到新型经营主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

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围绕“三大产业”，确定山西沁州黄

小米（集团）有限公司、沁县山上人家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沁

县晋汾高粱开发有限公司为经营带动主体，（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