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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负伤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本报讯 近日，我县出台的《凤县城乡医疗救助实施细则

（试行）》将见义勇为负伤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在《凤县城乡医疗救助实施细则（试行）》中规定，凡是

户籍为我县的见义勇为负伤人员，救助标准为，单次住院医

疗费用按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政策报销后，自付部

分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费用全额予以救助。

据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在享受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政策出院后，可由本人或家属持

医疗保险结算单原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到户籍所在地镇政府

填写《申请审批表》，申请医疗救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见

义勇为负伤人员申请医疗救助是有时限的，如果医疗保险结

算时间距申请救助时间超过 6个月，则视为自动放弃救助。

（刘鸿）

本报讯 1 月 20 日上午，中共

中央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电

视电话会议。我县全体县级领导、

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

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 , 约 80 余

人在凤县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

云山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

议并做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

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圆满结束，为进一步巩固成绩，扩

大战果，要大力度、严要求开展第

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老

虎太远，苍蝇扑面”、“ 麻绳最易

从细处断”，习总书记用大家耳熟

能详的谚语和生动朴实的语言，罗

列了目前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

的跑官要官，在职不作为，盲目打

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公款消费、

生活奢靡浪费等诸多违背群众路

线的不良行为和现象，要求全体党

员认清“我是谁”、“为了谁”，继

续深入反“四风”，切实树立群众

意识，践行群众路线这条党的生

命线。

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县委

书记张校平就我县贯彻落实习总

书记讲话和会议精神提出三点要

求：一要及时把会议精神传达到

各部门，并延伸到镇、村（社区），组织讨

论，深刻学习领会；二要深入谋划，积极

筹备，结合春节前访贫问苦工作，充分征

求群众意见建议，做好开展第二批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准备工作；三要抓好

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安全生产、道路交通

安全等，确保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韩剑 刘鸿）

本报讯 自 1 月 20

日起，县委书记张校平，

县长郑维国，县政协主

席张斌，县委副书记张

新科，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张选会等县领导

深入社区、农村、部队

开展春节慰问活动，向

困难老党员、农村困难

户、部队官兵等群体，

送去县委、县政府的新

春祝福和慰问品以及慰

问金。

据了解，本次节前

慰问范围有优抚对象、

散居五保户、贫困残疾

人、困难职工、困难老

党员、困难老干部等共

计 756 人，城乡困难群

众、贫困计生家庭、失

独家庭、低保户等共计

464 户，还有社会福利

园区、敬老院及驻凤部

队等。

20 日下午，张校

平首先来到杨家坪小区

和西庄村，分别慰问了

困难老党员赵金锁、退

伍军人李安怀和困难户

向玉莲，为他们送去

新春祝福。慰问中，张

校平说，西庄村具有很

强的地理优势，它是我县未来发展的关

键区，镇村干部要积极与国土资源等部

门衔接，按照一次规划、逐年建设、户

户落实的要求，提前做好土地发展建设

的科学谋划；要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指示，

动脑筋、想办法，盘活土地，做活旅游

服务业，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让群众

尽快过上富裕的幸福生活。

23 日，郑维国深入红花铺镇永生村

看望了困难老党员权增柱和困难群众袁

振财、高永仁，祝他们新春愉快、生活

幸福。郑维国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家庭、

生活等情况，嘱咐随行人员要多帮助困

难群众解决好实际问题，并表示如果他

们有困难就向村镇部门反映，政府会尽

力帮助解决。同日，张斌也来到凤州镇

龙口村慰问了交友帮扶对象吴凤琴，给

她送去了慰问金和节日的祝福。张斌详

细询问她的家庭收入、家庭成员就业、

子女上学、身体健康等情况，并勉励她

要克服暂时困难，生活会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张新科、张选会也分别

深入到留凤关镇酒铺村，凤州镇白石铺

村开展了慰问活动。          （秋夏成）

本报讯 1 月 22 日，我县召开县委中

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张校平

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县

长郑维国传达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

并安排当前重点工作。

会议学习了《凤县县委中心学习组学

习制度》、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公报，并

摘要学习了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张校平围绕加强学习，培养学习型干

部、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解决好“为啥学”、

“学什么”、“怎么学”三个问题，作了重

要讲话。他指出，重视和加强学习是我们

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顺应时代

潮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政治要求，也

是应对迅猛发展的知识经济、赢得未来的

现实需要，更是解决能力不足、牢牢掌握

工作主动权的根本途径。全县广大党员干

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

种追求、一种本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好学乐学，勤学善思，不断增强本领、提

升境界，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张校平强调，全县各级党员干部要着

眼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党的理论成果创新作为必修课；要

着眼化解“本领恐慌”，坚持立足实际、带

着问题学习；要着眼塑造个人魅力，坚持

博览多知、修身养性。要把向书本学习、

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统一起来，优化

学习内容，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学用相长。同时，要创新学习理念、丰富

形式载体，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自主学与集中学相结合，传统学习平台与

新型载体相结合；要坚持领导带头，把县

委中心组办成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示范班，

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争作学习型干部

标兵；要健全长效机制，以理论学习指导

工作实践，在推动工作中出实招、见真功、

求实效，注重学用结合，推动当前工作。

张校平特别强调，春节期间各级党员干部

都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带头过一个

风清气正的春节。

郑维国要求，全县上下要及时深入学

习传达省两会和省、市、县全委会精神，

抓紧学习、领会各级会议精神，立足实际，

积极主动谋划 2014 年的工作，争取新年开

门红；要扎实开展春节走访慰问送温暖活

动，在走访慰问中了解实情，及时解决群

众生活困难，做好农民工工资保障，确保

每一名群众都能吃得好、穿得暖、过好年。

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春节期间粮油肉禽蛋

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确保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同时保障好春节期间水、

电、气、热正常供应，做好春节期间群众

生活保障；各相关部门要紧密配合，协调

一致，精心做好春节前后各项文化活动筹

备工作，把春节文化活动办精彩、办热闹。

郑维国同时要求，各镇各部门要切实

维护春节前后社会安全稳定，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道路交通、消防安全、森林防火

大检查，抓好各类隐患的排查整改工作，

盯死看牢，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切

实转变作风，全县干部要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条例》，自觉做到廉洁、勤俭过节；

要切实加强春节期间应急职守工作，严格

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

确保节日期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突发事

件及时妥善处置，确保全县群众过一个安

心、快乐的春节。                 （刘鸿）

本报讯 1 月 21 日，我县“春晚进乡

村”活动在凤州镇消灾寺广场上正式拉开

帷幕。在喜庆、欢快的音乐声中，歌伴舞《骏

马奔驰保边疆》等 13 个精彩的节目，赢

得了现场群众的阵阵掌声。

为了让更多农村群众共享文艺大餐，

今年我县的春晚演出场所从县城大舞台变

成了村镇小广场，除了消灾寺的春晚主会

场外，还在张家窑民歌传习所、平木镇、

留凤关镇三地设立了分会场，使广大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观赏到本土的春晚节目。

 （秋夏成）

本报讯 近日，从北京召开的“第三届

国际旅游品牌营销年会”上传来喜讯，我

县荣膺“中国最美文化生态旅游名县”称

号。这是 2013 年我县荣膺“中国旅游百

强县”后，在旅游品牌建设方面获得的又

一国字号殊荣。

2013 年，我县启动实施了 16 个文化

旅游重点项目，旅游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其中，通天河景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4A 级

景区，大型民族山水舞蹈诗《凤飞羌舞

· 古羌新韵》实现商业化、半山水实景

演出，双石铺镇成功创建为省级文化旅游

名街区，东河桥村成为全省唯一入围央视

“2013寻找最美乡村”评选活动20强的乡村，

马场村跻身全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古羌文

化旅游产业示范区被命名为陕西省第四批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同时，500 名旅游志

愿者在县城和各大景点常态化开展志愿服

务，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280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26 亿元。

据悉，国际旅游品牌营销年会是由国

际文化旅游促进会、中国旅游品牌协会、

中国生态旅游发展协会、中国旅游经济网

联合举办，年会旨在加强地方政府在旅游

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方面的合作，打造休

闲旅游和健康旅游品牌，每年举行一届，

本届年会以“美丽中国 · 休闲之旅”为

主题，年会期间，组委会通过论坛新闻发

布、现场推广等形式，充分发挥专家、顾

问及合作机构的优势，为地方旅游发展把

脉导航。                       ( 刘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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