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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7 日，《凤县民间文学集成》首

发式暨凤县羌学研究会年度总结会召开，县委副书记

张新科、县政协副主席唐兴汉等领导出席。

该书共 40 万字，分《凤县民间故事》、《凤县歌谣》

和《凤县谚语》三大章节，先后经历 30 余年凝炼而成，

是继《栈道诗抄》和《羌文化与凤县》之后，我县本

土的又一文化巨著。

据悉，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县数十名民间文学

工作者与爱好者，精心编成了《凤县民间故事集成》、

《凤县歌谣集成》和《凤县谚语集成》，但未能付梓面世，

现在多位编者已抱憾离世，当年蜡版刻印本也遗失无

几。这“三大集成”正式出版，是全县文化人的迫切

希望，县委书记张乃卫，县长郑维国多次协调并先后

作序，县文化馆、羌学研究会及县内文化届人士全力

支持配合，最终，这本凝聚两代人心血的《凤县民间

文学集成》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口口相传的

民族文化遗产变成铅字得以永久流传。      （刘鸿）

本报讯  12 月 24 日，由县委宣传部与新华社陕

西分社合办的《凤县手机报》发布了第一期信息，标

志着《凤县手机报》正式上线开通运行，我县对外宣

传又有了新平台。

手机媒体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

“第五媒体”，传播力量逐渐被人们认识。《凤县手机报》

在传统纸媒与手机媒体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该报内

容涉及全县政治、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的新举措、新变化、新发展、新成效和特色亮

点，设“点睛、简讯、社会播报、数字看发展”等近

10 个栏目，内容丰富、短小精悍，通过对凤县新闻

的二次编辑，突出可读性和实用性，让读者更加全面、

深入、准确、及时地了解凤县最新的各种资讯。

目前，《凤县手机报》每周一期，受众只针对

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免费发送。如订阅请致电 0917—

4762717(4762716)，就能及时获取各类重要新闻信息。

                                 （田俊雅）

今年以来，我县把“三问三解”活

动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

核心，突出为民服务这个关键，以“三

问”摸实情、“三解”办实事为主要任务，

以“十大系列活动”为主要形式，落实

关键性举措真问实解，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干部作风明显转变。活动中，

各级机关干部抓发展、抓民生、抓工作、

抓实事的力度明显加大，务实、求实、

抓落实的作风明显转变。县委组织部

带头开展“大调研大走访大帮扶”活动，

为全县组工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二是党群关系更加密切。通过开展

“三问三解”活动，增强了干部的群众

观念、宗旨意识、发展意识、责任意识，

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县委书记张乃卫、县长郑维国等县级领

导带头深入河口镇下坝村开展“三问三

解”活动，落实专项资金 142 万元，现

场解决涉及农田、水利、交通及安全饮

水等 7个生产生活问题。

三是基层组织得到加强。通过开

展“三问三解”活动，推动了好的党组

织上水平、较好党组织上台阶、一般党

组织晋等次、差的党组织换面貌，全县

381个党支部整改提高工作100%合格，

230 个党支部实现了晋位升级，151 个

党支部得到明显提升，使“好”的党支

部达到 196 个、较好党支部 176 个，“好”

和“较好”党支部占总数的 97.6%。

四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通过开

展“三问三解”活动，推动了全县经

济社会平稳较快增长。1-9 月份，全

县完成生产总值 81.53 亿元，同比增

长 21%；城镇居民收入分别达到 18793

元，同比增长 14.5%。1-10 月份，完

成地方财政收入 29204 万元，占任务

的 76.3%；争取中省资金 3.56 亿元，

占任务的 83.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8.8 亿元，占任务的 90.2%，同比增

长 32.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7992

元，同比增长 18.5%。     （吴瑞刚）

本报讯  12 月 20 日上午 8 时许，

我县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雄

壮的国歌声中隆重开幕，市残联副理事

长杨文到会祝贺并讲话，县领导曹乃生、

王英杰、薛占斌出席会议，团县委等群

团组织向大会致贺词。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残联理事

长欧万明代表第三届主席团执行理事会

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县残联第

四届主席团委员和出席市残联第四次代

表大会代表；推举产生了第四届主席团

主席、副主席，聘请名誉主席、副主席，

并通过了凤县第四届执行理事会理事

长、副理事长。

大会号召全县各级残疾人组织，残

疾人工作者和广大残疾人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县十四次党代表会

精神，紧紧围绕全县建设幸福凤县，充

分 发挥残联“代表、服务、管理”职能，

为实现“十二五”期间全县残疾人事业

快速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残联第四

届主席团名誉主席曹乃生全面回顾了

县残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五年里，我

县残疾人事业取得的各项成就，并就

今后进一步发展好凤县残疾人事业提

出要求。

上午 11 时许，政府副县长、县残

联第四届主席团主席薛占斌致闭幕词，

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顺利闭幕。

               （本报记者 王海）

本报讯  12 月 25 日，县逢春济民可信科技养殖公司负责人

捧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到县供电分局，感谢供电分局顶着严寒架

通供电线路，为公司的二期项目建设及时提供电力保障。

据了解，此次逢春济民可信科技养殖公司二期项目建设，作

为市县产业化考核的重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而项目所处的

黄牛铺镇周家庄不通工业电路，项目建设无法及时开展。县供电

分局了解到这一消息，立即上门测绘制定供电方案，安排工作人

员顶着严寒，昼夜加班，克服施工困难，仅用 20 余天，安装电

线杆 26 根，架设电线 1.8 公里，接通了电力线路，保证了企业

项目建设的电力通畅。

近年，我县不断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规范行政审批和收费，积极推行“一厅式”办公和“一条龙”服务，

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刘鸿）

本报讯  近日，留凤关派出所快速

反应，成功处理一起阻拦企业施工事

件，当事人被依法行政拘留。

2012 年 12 月 21 日 1 时许，留凤

关派出所接报，留凤关镇酒奠沟村二

组村民杨某因怀疑自家鱼塘被震奥鼎

盛公司尾矿坝污染，阻拦尾矿库排污

管道铺设工程，工程被迫停工。镇、

村干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报案。

民警调查后，要求其立即终止阻拦

施工的违法行为，杨某等人仍然置若

罔闻，继续以阻拦施工方式要求赔偿。

21 日下午 4 时许，县公安局经大量工

作和多方面调查取证，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于 12 月 25 日对违

法嫌疑人杨某等二人分别处以行政拘

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杨建林） 

本报讯  近日，河口镇陈家岔村民邹发祥领取到了龙源风

力发电项目征地补偿款 32383 元。和邹发祥一样，该镇 3个村

145 户村民已经领到 160 余万元的土地补偿款和青苗、林木补

偿款。这是该镇为龙源风力发电项目建设创造无障碍施工环境

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龙源风力发电项目是中国 500 强企业首次在我县

投资建设的项目。为保证征迁工作顺利完成，河口镇积极落实

县委、县政府优化投资环境各项政策，及时协调处理企业在建

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大力宣传征地拆迁相关法律及县政府补

偿政策，并将征用农户的土地、青苗、林地、林木等登记造册，

农户核对确认签字，张榜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并及时将

赔偿款以存单形式发放到农户手中。截止目前，全部完成 3个

村征地丈量及征地款发放，确保工程零障碍施工。   （张小科）

近日，县卫生、教育部门联合
行动为全县 26 所中小学、幼儿园
9400 余名学生免费应急接种了腮腺
炎疫苗，接种率达 85% 以上。本次
免费接种采取政府买单、家长自愿的

原则，由各学校幼儿园协助乡镇卫生
院进校园实施。据介绍，中小学和幼
儿园的儿童是流行性腮腺炎的高发
群体，疫苗接种能在体内产生抗体，
从而有效预防传染。    （图 / 文 童军）

本报讯  12 月 19 日，我县投资发

展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大会

召开后，宣传组即分解工作任务，安排

部署当前工作。

一是制定了《宣传工作方案》，对宣

传工作内容、重点、时间、宣传形式及

各单位承担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

二是第一时间通过西部网、宝鸡新闻

网、凤县新闻网、县电视台等省市县媒体，

发布我县启动投资发展环境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的信息。

三是在《凤县周刊》、凤县新闻网

开设了“人人都是投资环境 事事关系凤

县发展”专栏，对专项整治工作动态及

时进行跟踪报道。凤县新闻网专题 12 月

20 日上线运行，目前，发布相关优惠政

策、信息等 30 多条。

四是拟定宣传口号和标语 20 条，在 212 省

道沿线、县城内电子屏不定时滚动播出。

五是按照“宣传动员、舆论造势；整改落实、

动态报道；总结回顾”三个阶段对下一步工作

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    （本报记者 田俊雅）

本报讯  近日，县综合执法局按照

优化投资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意见

安排，集中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自

查活动，结合各自工作特点，查在工

作中是否存在庸、懒、散现象、是否

存在官僚现象、是否存在不作为现象、

是否存在吃拿卡要等现象。

该局把优化投资环境主题与纪

律作风整顿工作结合，面向全社会

公布执法局办事流程、收费标准，

简化行政审批。同时加强科学管理，

以逐一走访、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

了解我局在服务和支持在建工地方

面存在哪些不足，不断增强社会各

界对执法局的满意度。

                  （陈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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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安局 :快速反应 确保企业正常运转

综合执法局：提升执法水平 优化投资发展环境

河口镇 :为项目建设创造无障碍施工环境 县供电分局：顶严寒架专线 企业送锦旗致谢

县残疾人联合会
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三问三解”真问实解成效显著

《凤县民间文学集成》出版发行

《凤县手机报》正式开通运行

政府买单让流行疾病远离校园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秦

岭花谷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上

获悉，截至目前，今年我县共

完成花草种植 350 亩，沿线建

设大型景点 3 处，栽植各类苗

木 90 多万株；绿化水系 5 公里，

建成苗木花卉产业园、油菜花

观赏园、核桃采摘园、花椒采

摘园、樱桃采摘园共计 4348 亩、

落实苹果采摘园面积 2310 亩，

县城城区栽植各类苗木 4.15

万株。

现场推进会指出，秦岭花

谷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实施

旅游兴县战略的重要抓手，各

镇、各包抓部门要充分认识秦

岭花谷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为打造 212 沿线生态景观

长廊而再添措施，在鼓干劲。

要结合乡村旅游，按照一镇一

色、一镇一果的标准大力推进

经济林建设，为农民增收致富

提供保障；要加大管护力度，

确保载木见绿，栽树见林；要

科学搞好规划工作，在明确目

标的基础上抓建设，在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抓推进，要加强监督考核，

倒排工期，大干快上，为秦岭花谷建

设各项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 

                    （黄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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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广玉兰仰天绽放
七月，广玉兰仰天绽放
清丽的姿容向审美发出请战
我能清晰的听见 ，很多 
浓艳和俗媚的盟誓正在瓦解 
助战吧，我的朝霞，我的露珠
凤县，清风千里
有骄阳也有皓月
参战吧，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用高洁颠覆低贱
让县志记载唯美
☆八月，抵达秦岭花谷
八月，抵达秦岭花谷
混入格桑花、波斯菊、牡丹、
丁香的队伍
前方是李白注册的浪漫，后面
是戴望舒的丁香情愫
崖壁之上老藤正在书写狂草，
湿地里
荷塘月色正浓
现代版的采菊东篱下，将南
山改写成秦岭
我的旅游不再像流云一样漂泊
向北、向南，处处是花谷，
地地是凤县
赏花或看绿，幸福
就能在心中堆积成山
☆九月，野菊恣意开放
九月，野菊恣意开放
遍山的金黄，犹如大地
铺展了阳光
秋风萧瑟，此刻不再恼人
影子一般掠过。让整整一坡的
野菊，都露出了幸福的模样
偕一丛野菊而坐
恍若邂逅亲人
我的兄弟姐妹，都和
野菊一样
在冷冷的秋风里将抱负开成
花朵
发出的气息是那么的高亢
☆十月，诗意驻扎在萨朗中
是诗意驻扎在萨朗中
或是萨朗的鼓点唤醒沉睡的
灵感
且听

“西呀拉沙”的乐曲
在我的脉管游动
在心海里， 掀起
层层浪花
月下，妹儿们妙曼轻旋
恰是，一朵朵盛开的白莲
我无法矜持，任由月色风生
水起
任由一朵莲的圣洁，在山河里
产生蝴蝶效应
☆十一月，我与羌红结盟
像去年一样，树挂的羌红
对风说着吉祥的隐喻，风调
雨顺
是一个民族祖传的期望
譬如大雁，一生都在
向着温暖地方的迁翔
滞留在寒流里，我会
忘记心中的温暖
羌年的祈拜，分明
又是万事如意的启程
去冬，我以羌红取暖
今年，我与祝福结盟
为五十六个民族的美满幸福，
增添
崭新的羌红
☆十二月，画梅的记忆　　
画梅的记忆，模糊，又复
清晰，去年
笔下的腊梅 , 像我发出的牢骚
内内外外 , 都是火的品格
我始终坚定
很多冰雪冷雾的谎言 , 经不起
一朵梅花的烘烤 , 便
稀里哗啦瘫成泥水
万物的枝头 , 依然
尽显花蕾

 2012 我和我的凤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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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作 风  优 环 境  促 发 展

优化投资环境 促进全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我县投资发展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