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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7 日上午，唐藏镇召集

各村主要负责同志、驻镇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及镇机关全体干部，传达学习县委十四

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组织学习了县委十四届五次

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并就全镇当

前的学习贯彻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

署。以镇党委名义下发关于学习县委

十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的

安排意见，由镇领导带队，组织理论

宣讲团，深入各村进行宣传讲解，以

各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全镇党员认

真学习大会精神；把贯彻会议精神与

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就新农村建

设、维护稳定、防汛安全、农民增收

等重点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通过学

习会议精神，全镇上下迅速掀起了加

快发展不松劲、改进作风抓落实的浓

厚氛围。

                                          （李栋材） 

本报讯 近日，县安监局组织召开

全局干部会议，及时传达县委十四届

五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县委书记张乃

卫、县长郑维国在县十四届五次全会上

的讲话。

会议要求，安监局全体干部要全面

贯彻会议精神，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

好安全保障。要一如继往地把当前正在

开展的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抓实抓好，

充分利用多种宣传方式，不断普及安全

知识，营造和保持“关注安全，关爱生命”

的社会舆论氛围；要在深化安全大检查

的同时，及时“回头看”，克服先紧后松

的麻痹思想，持续隐患查治和打非治违，

巩固发展专项行动成果；要不断强化日

常安全监管和执法监察，做到规范管理

和主动服务相结合，努力提升监管队伍

的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 。    （任小锋） 

本报讯 8 月 12 日，平木镇召开镇

村干部会议，学习贯彻落实县委十四届

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各党支部

书记、驻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镇机关

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详细传达了县委十四届五次全

体（扩大）会议精神，全文学习县委书

记张乃卫、县长郑卫国的讲话。会议强

调，全镇上下要迅速掀起学习热潮，要

把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与当前的农民增

收、防汛、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

相结合，做到两促进两不误；镇村干部

要抢抓发展机遇，利用平木地域优势打

造现代特色观光农业；要激情干事，比

拼争先，转变作风抓工作落实，镇纪委

要对工作落实情况和干部作风加大督查

力度，重点对工作心责任心不强、不务

正业等现象进行严肃查处。   （楚金红）

本报讯 8 月 7 日上午，县卫生局召

开党委扩大会议，迅速传达贯彻落实 6 日

召开的县委第十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

议精神。县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和部分卫生

院主要负责人、局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参会。

会议要求，下半年，全系统要按

照县委、县政府及市卫生局的要求，

围绕医改目标、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认真完成医改各项工作任务。要积极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努力提升药品基本药物制度工作，

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不断完善

新农合医疗保障制度，按照“整合资源，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级负责，先

行试点，整体推进”的原则，将“人员、

财务、业务”统一管理，扎实推进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让公共卫生服务

普惠民众。

                          （童军） 

唐藏镇：

立足重点工作 改作风促发展 

县安监局：

把管理和服务相结合 为发展护航 

平木镇：

落实会议精神 抓促当前工作

县卫生局：

围绕目标 稳步推进医改工作

本网讯 8月 14日，我县放心粮油全

覆盖工程推进会召开，会议对全县放心粮

油全覆盖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张选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县粮食局宣读了“放心粮油

全覆盖工程”实施细则和“放心粮油”

活动倡议书，粮油经营企业和经营户代

表分别做了表态发言。

张选会在讲话中指出，食品安全是

最大的民生，维护粮油产品安全，不仅

是为了社会和谐稳定，更是为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他要求，县放心粮

油全覆盖工程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全

县粮油经销户务必充分认识实施放心粮

油全覆盖工程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

好此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对全

县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负责的高度，切实

把这项民生工程、惠民工程抓实抓好；

要突出重点，严把粮油”进口关”，着

力构建”放心粮油”经营网络，为”放

心粮油全覆盖”提供载体。在加强制度

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市场监管，扎实推进

放心粮油全覆盖工程；各镇、各部门要

大力宣传实施放心粮油全覆盖工程的民

生意义、工作部署和基本原则，利用新

闻媒体对放心粮油企业、个体户以及放

心粮油产品进行公示，使”放心粮油”

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确保放心粮油覆

盖工程顺利实施。各企业和经营户要加

强自律，规范企业行为，真正使放心粮

油全覆盖工程成为群众放心的民生工程

和民心工程，为全面建设幸福凤县打下

坚实基础。                 （赵云龙）

本报讯 “便民服务车就是好。前几天我想

往扶风县转组织关系，直接向村干部打了个电

话，没多花一分钱，很快便民服务车就将县委

组织部的介绍信送到了我家，工作效率真高。”

近日，草凉驿村村民辛旺军对便民服务车的使

用大为赞赏。

据悉，红花铺镇从 7月份开始，为距镇政府较

远的 4个行政村分别配备了便民服务车以来，已累

计为群众上门办理各类事项 280 多件 ,接受群众咨

询 600 多人次 ,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30 多起，满意

率达 98%。

红花铺镇辖 5 个行政村，村民居住极为分散，

交通不便。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中，

镇上发现交通工具缺乏是制约村干部为民办实事

的瓶颈。因此，从今年 7 月份开始，在镇驻地的

红花铺村外，为魏家湾村、白家店村等 4 个行政

村分别配备了便民服务车，车辆悬挂统一标志，

并且在每个村设立了便民服务代理点，村民有什

么难事，一个电话，不论路途多远村干部就会开

着便民服务车免费上门服务。如今在红花铺镇，”

群众动嘴、干部跑腿”的便民服务全程代办制已

经成为了一项制度，群众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都

可以像辛旺军这样，通过身边的便民服务车和便民

服务网络解决问题。                   （秋夏成）

本报讯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布了全国“百优”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

地评选结果，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流

动警示教育基地榜上有名。

据了解，宝鸡市首个预防职务犯罪

警示教育基地，于2011年 7月在该院挂

牌成立，流动警示教育基地运行以来，

已深入全县所有镇、社区、国有大中型

企业开展巡回警示教育47场次，印发法

律宣传资料4万余份，全县3万余名领

导干部和群众受到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该教育基地中观展内容分为决策

篇、惩治篇和预防篇三个部分，是一部

生动的反腐倡廉活教材，受到了基层领

导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欢迎。          

                       （周晓涛）

本报讯  8 月 14 日，我县 2013 年
夏秋季应征新兵体检工作正式开始，
来自全县 9 个镇的 210 多名预征对象在
县人武部进行了内科、外科、五官等 4
大项 6 小项的检查，并对身高、视力、
心肺功能等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测试。

据了解，凤县征兵体检工作从 14
日开始到 15 日结束，来自全县的 210
多名适龄青年参加体检，体检合格者
将进入政治审查等环节，最终完成今
年 60 人的招录计划。        

                                     （秋夏成）

210多名青年参加征兵体检

本报讯 8 月 13 日，百余名村级党组

织书记走进县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基地，参加第一期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拉开了我县 2013 年农村基层干部轮训工作

帷幕。

我县自从去年建成农村基层党员干部

教育培训基地，并启动村干部轮训以来，

在基层反响较好。由于参加培训的村干部

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泥腿子”，对高深的教

材普遍”水土不服”，为保证培训效果，县

委组织部从涉农的十多个个县级部门抽专

人联合编写培训教材，以农村干部关注的

热点、焦点和工作盲点作为培训工作的切

入点，内容涵盖基层组织建设、法律法规、

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等十多个专题，受到

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普遍欢迎。

今年，我县又组织相关部门编写了《农

村基层干部培训教材汇编（二）》、《实践

与探索 - 凤县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纪实》等

1300 余本，下发到基层干部手中。培训教

材联系凤县农村实际，又能紧紧把握中省

市发展脉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下发后深受广

大学员欢迎。

据悉，本期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为期 4 天，

随后还将继续举办村委会主任、大学生村官及村文

书、社区干部两期培训班，最终将全县农村基层干

部全部轮训一遍。                     （田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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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流动警示教育基地获全国百优

我县放心粮油全覆盖工程推进会召开

便民服务车服务到农家

小静有个异于常人的

爱好——收集书。在卧室

里，漫画书、小学课本、大学

专业书，甚至捡来的书，都

凌乱地堆在纸箱里或散落

在角落。家里囤的书越来越

多，爸妈气急了要她扔掉，

她就奋起反抗，称每本书

都有用，扔了心里就空荡荡

的。此外，小静还喜欢收集

各种品牌、各种材质的购物

袋，塞了满满一房间。

案例分析：小静的情

况属于强迫性囤积症，美

国精神病学会统计其发病

率 约 2.3%—4.6%。本 症

表现为过度收集不值钱或

没用的物品，雪糕包装袋、

衣服吊牌、饮料瓶盖等，囤

积者对这些物品“感情深

厚”。收集行为常会干扰自

己或身边人的生活。

强迫性囤积症与心理

创伤有关，比如无限制买没

用的东西可能是宣泄情感

创伤的方式。此外，安全感

和自我价值感不强的人会

用大量占有物品来填补心

理需求。强迫性囤积与一般

囤积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内

心有没有冲突。有人在囤货

后会陷入懊恼中，但仍控制

不住地“囤”，这才算强迫倾

向。

心理处方：过分囤积

者要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下找出深层原因，找回安全

感。爱囤积的人还要“练习

丢弃”，慢慢学会放弃没用

的东西。家人最好能帮他们

转移注意力，使之对新事物

感兴趣，不沉迷于过去。切

不可粗暴地扔掉囤积者的

东西，这会使他感到自己的

内心被遗弃了，甚至抑郁。

强迫性囤积症

酸奶并非越酸越好

酸奶是很多人喜爱的

饮品之一，然而酸奶喝起来

有的很酸，有的酸甜适中，

而有的却偏甜。不少人会有

这样的疑问，既然名字叫酸

奶，是不是越酸，说明其营

养越好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

先要弄明白牛奶是怎样变

酸的。加入牛奶中的乳酸菌

发酵产生乳酸等物质，牛奶

会变成有酸味的酸奶。正常

出厂的酸奶，因为添加了糖

或甜味剂，其酸甜度搭配得

当，口感很好。   

随着酸奶放置时间的

延长，乳酸菌会缓慢生长，

酸奶酸度也缓慢增加，但

在低温存储环境下，保质期

内的酸奶酸度都是可被人

体接受的，其乳酸菌的活

性也保持较好。但酸奶的酸

度是有限度的，如果酸奶在

储存、物流过程中脱离了冷

链，如被搁置在室温或者户

外环境下，乳酸菌会迅速繁

殖而导致酸奶酸度增加，并

且超出可接受范围，这样的

酸奶口感会很酸，而且乳酸

菌活力下降，乳蛋白变性程

度增加，不利于人体吸收，

也不利于肠胃健康。

因此，酸奶并非越酸越

好。

生活小常识

本报讯 为了应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

势，近期，我县在八项工业稳增长措施

的基础上又出台新政策，打出组合拳力

促工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

这五项新政策分别是：一、从 8 月

1 日起，全县锌粉资源外运费每精吨下

调 100 元，减轻企业负担，使企业度过

难关；同时取消全县铅粉资源外运费，

待 5.5 万吨铅冶炼恢复生产后，再启动

征收铅粉资源外运费。

二、对全县民爆物品销售和使用进

行一次全面清理排查，坚决取缔非法销

售和使用民爆物品的行为。在我县引进

或培育一家民爆服务企业，形成竞争机

制，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平安民爆

服务公司的民爆物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进

行动态监控，不断规范行业价格秩序。

三、对电力、消防等涉企收费项目

进行全面摸底排查，规范各项收费项目，

坚决取缔不合理收费，严厉打击各种强

买强卖行为，对查找出问题的部门和责

任人要严肃处理。

四、制定出台我县金融支持县域经

济考核奖惩办法，充分调动各金融机构

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同时，加

大力度引进金融企业和阜外股份制银行

进驻我县。加快成立小额担保贷款公司

和融资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建设

步伐，争取年底前筹建完毕并运营。

五、聘请专业人才为全县中小企业

提供金融咨询、指导、培训、代办等服

务工作，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发挥

县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联合县内中小

企业整合资源和资金，形成合力，发挥

资金规模效应，进入优势产业和优势项

目，谋求新的发展，推动中小企业顺利

转型升级。                  （邓志龙）

五项政策促工业增长

贯彻落实县委十四届五次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