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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凤县县委召开十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

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 开创幸福凤县建设新局面
张乃卫作工作报告 郑维国安排部署 2013 年经济工作

2012 感动凤县年度人物评选开始投票

本报讯  12 月 21 日，宝汉

高速公路坪坎至汉中段开工仪式

隆重举行。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冯

西宁宣布开工，宝鸡市市长上官

吉庆、汉中市市长胡润泽分别作

重要讲话。县领导张乃卫、郑维

国、辛元平出席开工仪式。

据了解，该项目主线推荐方

案建设里程 88.1 公里（含凤县

段共约 16 公里），路线起于我县

坪坎镇北侧约 8.5 公里处，与宝

汉高速宝鸡至坪坎高速顺接，沿

西河向南布设经坪坎镇、狮子坝

至留坝县江口镇江西营，后沿褒

河向南经武关驿（姜窝子）、马

道镇至青桥驿镇，设石门特长隧

道，在汉台区平安村北侧跨石门

水库至麻坪寺南侧，设牛头山特

长隧道至汉中市勉县褒城镇堡子

沟村，终于勉县褒城镇金寨村附

近，与宝汉高速汉中至陕川界项

目相接，设石门枢纽互通式立交

终与十天高速相接。主要控制点

有凤县坪坎镇，留坝县江西营、

武关驿镇（姜窝子）、马道镇、

青桥驿镇、石门水库，勉县褒城

镇金寨村。设服务区、停车区各

2 处，设管理所、隧道救援站、

危险品检查站等。

该项目将填补我省西部南北向高速通

道的缺失，构建起跨越秦岭南北，连接宝鸡、

凤县和汉中的又一条高速公路通道，对完善

高速公路网布局，增加迂回线路，促进关天

经济区快速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王丁）

本报讯  12 月 19 日，县委书记张

乃卫主持召开投资发展环境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动员大会，县委副书记、县

长郑维国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张

明海、张新科、王传中、张选会、曹乃生、

袁宏斌、胡佑宏、辛元平、魏莉、樊宝

明等县级领导出席会议。

张乃卫强调，全县上下要树立“环

境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理念，要坚持依

法依章办事，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抓起，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氛围；要明确政策

法规，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要领导

带头，从自身抓起，深入基层一线，解

决突出问题；各单位要管理好干部，对

职权违法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同时要

求全县党员干部都要认真落实县委、县

政府关于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所作出的各

项决策部署，令行禁止，以身作则，努

力为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排除障碍 

、扫清道路。

郑维国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紧密围

绕专项整治重点，做好群众法治宣传教

育和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全面

提升群众法治素养和政务服务水平，形

成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要从严整治建

设环境，实行责任倒查制度，不断夯实

工作责任，及时督促协调，集中查处一

批影响恶劣、危害严重的典型案件，严

惩一批影响企业和项目周边环境的违法

犯罪分子。                （秋夏成）

本报讯  12 月 21 日是传统节日——冬至。县委

书记张乃卫、县长郑维国代表县级四大班子亲切看望

慰问了全体消防官兵。

张乃卫对官兵们表示节日的慰问，感谢消防官兵

多年来坚守防火救灾一线，为凤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的巨大的贡献。郑维国表示，县公安消防大队是一支

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队伍，是一支敢打硬仗的

队伍。他要求全体消防官兵，认真学习十八大精神，

始终保持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牢记为驻地人民服务的

宗旨意识，全面贯彻落实“忠诚可靠、服务人民、竭

诚奉献”的总要求，在防火、灭火第一线和危难险重

任务面前，不辱使命、扎实工作、无私奉献，为凤县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张乃卫、郑维国一

行还同消防官兵一起吃饺子，亲身体验、了解伙食情

况，并再三叮嘱，战士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远离家

乡和父母，训练、作战任务繁重，一定要把后勤保障

工作做好。                            （杨建林）

本报讯  12 月 25日，2011 年县委常委

班子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通报会。

县委书记张乃卫通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会

议对 2011 年县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满意度进行了民主测评。

一年多来，县委常委班子狠抓整改措

施落实，通过出台一系列支持工业和园区

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为园区发展奠定了

基础；健全完善了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

责任追究制和效能考评制等工作制度，集

中开展以“转思想、强作风，创先进、建强县”

为主题的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转变干部

作风；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建立多渠道就

业模式，推进城乡统筹，使农民持续快速

增收；深化“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提升“升

级晋档、科学发展”水平；成立组织机构，

保证工信、招商等部门高效运转。（秋夏成）
本报讯  12 月 28 日，县参加市十四届人代会的

代表，视察了 2012 年我县部分重点项目完成情况。

县人大副主任汤巧玲参加视察活动。

代表们先后来到凤中路惠民小区、安沟幸福园廉

租房项目建设现场、316 国道凤县段拓宽改造工程、

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建设现场等重点项目进行实

地察看。

座谈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要做好民情民意的

收集工作，必须深入到乡村、深入街道，倾听群众呼声，

掌握群众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重点项目、重点

产业发展的看法，及时将群众的意见建议进行归纳汇

总，反馈给政府，使政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作

思路和方法，使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做得更好，为全

县重点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本报记者 田俊雅）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希望。1
月 4 日早上 8 时，我县在县行政中
心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县委、
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
成员及全体机关干部职工目睹了国
旗连同朝阳，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

1 月 4 日是 2013 年元旦假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县委、县政府以
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方式 , 希望全县
广大干部职工振奋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十八大精神，科学发展不动摇，
加压奋进不懈怠，为努力开创幸福
凤县建设新局面而奋斗。

                    （本报记者 王海）

本报讯  12 月 26 日，县委十四届三

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张乃

卫主持会议并代表县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县委副书记、县长郑维国安排部署 2013 年

经济工作。县委副书记张新科，县人大主

任张明海，县委常委王传中、张选会、曹

乃生、袁宏斌、胡佑宏、辛元平、魏莉在

主席台就座。

上午 8 时 30 分，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拉开帷幕。

张乃卫在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县

委常委会紧扣“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工

作导向，攻坚克难，扎实进取，全县经济

稳健发展，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群众生活

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

和执政能力进一步加强，实现了班子履新

头一年的良好开局。预计全年可实现生产

总值110亿元，增长20%；地方财政收入3.8

亿元，同口径增长 20%；招商引资到位资

金 24 亿元，增长 43.5%；完成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98.6 亿元，增长 30%；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12.1 亿元，增长 15.6%；

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到 9000 元和 26895 元，增长 18.5%

和 15%。

会议指出，2013 年全县工作的总体要

求是：以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针，以加快发展为主题，紧紧围绕“三

个率先”目标，扎实推进产业升级、项目

建设、创业创新，深入开展国家生态县、

省级文化先进县、省级平安建设先进县三

大创建活动，加速生态立县、旅游兴县、

工业强县、椒畜富民、民生优先进程，着

力提高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与群众幸福指

数，奋力开创幸福凤县建设新局面。

张乃卫强调，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

牢牢把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做大旅游产业，做强新型工业，做优特色

农业，增强经济实力；要扩大招商引资，

推进全民创业，优化兴业环境，提高开放

开发水平；要提升生态魅力，丰富人文内

涵，建设美丽家园；要坚持以人文本，切

实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共建共享；

要突出党建主线，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水

平，为幸福凤县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郑维国在安排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强

调，2013 年正值国家加快实施关天规划，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之际，党的十八大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规划蓝图与凤

县的发展战略不谋而合，这必将为我们带

来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

郑维国要求，全县上下必须认清形势，

坚定信心，深入推进“五大战略”，大力开

展旅游质量提升年、新型工业招商年、农

业园区突破年、基础设施完善年、发展环

境优化年、民生社保提质年等六项活动，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转型发展，

把凤县建成秦岭以南区域性商贸中心、休

闲旅游中心和生态示范中心。力争全年实

现生产总值 132 亿元，增长 16%；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23 亿元，增长 25%；

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

别增长 12%和 10%目标。

上午 10 时许，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胜

利闭幕。本次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提

出讲短话、开短会精神，将三小时的会议

压缩到一个半小时，与会代表均认为这样

更能体现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为全县开

了一个好头。         （本报记者 田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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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5 日，“2012 感动凤县年度人物”评选进入

投票阶段，推选出的 20 名候选人开始面向社会公示并接受网

络投票。（详见四版）
据了解，自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全县各镇、各部门积极

配合，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候选人推荐活动，并通过多种

方式踊跃推荐自己心中的“感动凤县”年度人物。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共收到社会各界推荐的 “2012 感动凤县年度

人物”候选人 30 名。评委会综合各方面意见，筛选出 20 位

候选人，在《凤县周刊》、凤县新闻网、凤县电视台予以公布，

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票。投票时间：2013 年 1月 5日至 20 日。

投票方式：1、剪裁 138 期《凤县周刊》刊登选票投票（复
印有效）。2、登陆凤县新闻网，点击评选专题页面，进行网
络投票。  咨询电话：4762717                     ( 刘鸿 )

我县启动投资发展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

市人大代表视察重点项目建设

张乃卫郑维国慰问消防官兵

县委常委班子
召开民主生活会

升国旗　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