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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同呼吸同呼吸 共奋斗共奋斗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战

为进一步规范旅游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行为，助推全域旅游发展，近日，县食药
监局组织执法人员对陈府镇农家院等旅游餐饮服务行业开展集中专项检查，重点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人员健康证持证情况，设施设备使用情况以及制度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并对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旅游餐饮服务单位下发了通知书。

图为执法人员向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旅游餐饮服务单位下发通知书。
摄影报道/梁丽媛

本报讯（通讯员李雪）为在全县上
下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热潮，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
入心、落地落实，县委党校充分发挥熔
炉、阵地作用，积极开展宣讲活动。

第一时间学习。县委党校充分发
挥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先学一步、深
学一层。十九大闭幕后，县委党校第
一时间组织开展学习交流，先后选派4
名骨干教师参加了人民大学和廊坊市
委党校举办的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
班。学习回来后，立即组织教师开展
学术交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领会党的十
九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
义、实践意义，深刻把握精髓要义，做
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第一时间备课。在自身学深学透
的基础上，县委党校确定4名优秀教师
进行集体备课。每位教师按照自己的
主攻方向选好课题，广泛搜集资料，认

真撰写讲稿，制作精美课件。在正式
宣讲前，县委党校还组织全体人员对
授课教师进行试讲评课，提建议、补不
足，进一步完善讲稿，力求做到尽善尽
美、精益求精。

第一时间宣讲。确定讲稿后，县委
党校及时深入基层开展宣讲活动。目
前，已为县人大、大厂镇、祁各庄镇、一
中、二中、职中、国地税、县医院等单位
进行了宣讲。授课过程中，党校教师利
用课件视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对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精神进行了全方面的解读，
受到了参训学员的一致好评。党校教
师还将以《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为繁
荣社会主义文化作贡献》《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为题，陆续深入街道、
镇村、企业、机关开展宣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王泽启）为扎实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化散煤
治理工作成效，确保禁煤、禁燃管控
工作落到实处，近日，县工商局联合
发改、交通、国土、质监、环保以及交
警大队等部门组成散煤管控联合执
法队，在县域内开展禁煤工作联合
执法检查，持续改善我县环境空气
质量。

该局牵头组织7部门负责人召
开散煤管控联合执法检查工作会
议，要求各部门各司其责、密切协
作，巩固前期禁煤成果，防止反弹。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对县域内散
煤销售点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检
查治安检查站和交通治超站散煤、
型煤运输环节管控情况和燃煤使用
单位用煤情况，对有运输和销售散
煤、型煤的经营网点，一经发现坚决
予以取缔。

县工商局联
合多部门开
展禁煤工作
执 法 检 查

县委党校认真做好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铁萌萌）今年以来，
县发展改革局充分发挥全县推进河北
省综合改革试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工作职能，将综改试点创建工作进
一步细化，明确了改革目标、工作任务、
推进措施，重新调整了综改试点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各
牵头单位自觉站在改革的前列、创新的
前沿，以只争朝夕、勇于担当的精神，把
改革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根本动力，不
断把综合改革引向深入。

科学规划，谋定而动，明确改革

目标。按照创新性、可复制性的强
弱，将各项改革任务分为一般创建
类、经验亮点类和可复制推广类三个
方面。将改革试点创建工作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2017年形成6项改
革成功经验、亮点，从三方面总结出
在全省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样板；第
二阶段，到 2018 年底完成综改试点创
建工作，形成 10 项改革成功经验、亮
点，在6方面总结出在全省可复制、推
广的经验、样板。

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细化改革任

务。将《综改试点总体方案》提出的 5
大类、25项改革任务，按照不同的改革
内容和改革主体，细分为 50 项具体改
革任务，每一项都明确了责任领导、牵
头单位、责任单位、完成时限及任务目
标，做到改革重担众人挑，人人身上有
指标。

强化保障，完善措施，确保顺利实
施。一方面，重新调整了大厂回族自
治县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完善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下
设的综合协调组、考核评价组、督查问

责组三个专项工作组，进一步明确了
工作职责；另一方面，实行常务副组长
每两周调度、组长每月调度等工作机
制，各牵头部门实行工作台帐制，进一
步推进各项工作落实；此外，各部门结
合工作实际，合理设定改革任务的阶
段目标及完成时限，督查问责组每月
对改革任务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并将
阶段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每月通报，督
促各部门切实加快工作进度，全力将
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

县发改局发挥自身职能深入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创建工作

县食药监局开展旅游餐饮
服务行业专项检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亮）“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走在城区的各主要街道，两侧一面面
崭新的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道旗与飘
扬的国旗共同构成了靓丽的景观式公
益广告，公交车体和出租车上的十九
大精神宣传标语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报纸、电视、网络刊播的宣传标语和村
口、社区悬挂的宣传条幅让十九大精
神家喻户晓。

我县把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
公益广告宣传作为当前一项重点工作
抓紧抓实，召开专题会议对有关工作进
行安排布置，印发了安排方案和责任分
工，形成了宣传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各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主题公
益广告宣传工作机制。为确保十九大
公益广告宣传工作落到实处，我县还建
立健全督导考核机制，将全县各相关部
门公益广告制作完成情况与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创建挂钩，对广告
设置情况进行跟踪检测和随机抽查，及
时查漏补缺，确保工作落实。

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

我县充分利用大型户外广告、道旗、车
体以及新闻媒体等载体，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农村、
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站，在全
社会迅速形成强大宣传声势。在县城
大安街、华安路等主街悬挂道旗 635
面，打造主题宣传街道。在城区及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28个LED显示屏滚动
播放宣传口号。在265辆公交车、出租
车设置宣传标语585条。在102国道大
厂段、大香线设立了固定户外大型公益
广告 8 个，在厂通路、福喜路等主干路
网和高新区内路网累计投放公益广告
道旗509幅、设置候车站亭专题公益广告
12处。在全县105个村悬挂、粉刷宣传
标语241条、悬挂道旗42面，做到了十九
大宣传城乡全覆盖。

媒体宣传全面铺开，在重要版面
和黄金时段连续刊播十九大公益广
告，营造浓厚社会氛围。《大厂新农民》
按照每期不少于 3 幅的标准刊发公益
广告，县政府门户网站“京东新城网”
在首页滚动播放标语，大厂广播电视
台每天在《大厂新闻》及晚 8 点黄金时
段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在全社会营造
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浓
厚社会氛围。

我县十九大精神宣传
公益广告城乡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李明娟）针对
当前道路交通状况和冬季交通形
势特点，县交警大队自2017年11
月 8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围绕

“安全、有序、畅通，人民群众满
意”这一主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活动。

此项活动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以创建安全有序畅通道
路交通环境为目标，以提升管控
效能为着力点，以全警警务联动、
科技信息应用为支撑，以绩效考
核、督导检查为抓手，围绕高速公
路、国省道路、城市道路、农村道
路“四个战场”，全警动员、创新机
制、严管秩序、预防事故，保障经
济发展，服务民生大局。

大整治行动中，各部门坚持
“严”字当头，坚持在法律框架内
严管严查严处，把“日常执法严、
整治查处严、重点管控严、责任落
实严”作为交通管理的基本态度，
确保实现路面交通秩序、道路管
控效能、协同共治能力、执法执勤
形象“四个提升”的目标。

图为交警严格执法，确保路
面交通秩序提升。

县交警大队开展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

县北辰街道积极做好城区禁煤工作

入冬以来，县北辰街道加大城区禁煤工作力度，强化宣传引导和日常巡查，采取电子显示屏宣传、张贴禁煤公
告、与居民签订承诺书、入户走访等形式，向居民宣传燃煤污染的危害，进一步提高群众环境保护意识。

图为街道工作人员入户开展禁煤宣传。 摄影报道/奈曼

（上接第一版）强化举措落实，扎实推
进 特 色 小 镇 、人 民 大 学“ 三 区 一 基
地”、水系交通等各项重点工作；认真
总结国家园林县城和省级双拥模范
县、省级文明县城创建经验，持续推
进“五城同建”抓环境，推动城乡建设
集中突破、整体升级；实施好万亩银
杏林和潮白河旅游环线工程，打造旅
游精品、特色路线；全面落实河长制，

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做好
“气代煤”工程后续保障工作，持续改
善城乡环境。

四、确保各项实事工程和惠民举
措落实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落实“七有保障”抓民生，推动
2017年各项惠民实事工程高标准完成
目标任务，提早谋划确定 2018 年惠民
实事工程；扎实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工

作，做好村街垃圾、纳污坑塘治理工作，
持续改善农村环境；坚持改革五项原
则，调高调正改革任务，落实落细改革
举措，让各族群众在民政、教育、卫生等
各领域享受更多改革成果，不断缩小与
通州梯度差；落实市场供应、稳定物价
各项举措，确保城乡群众特别是低收入
和困难群众的正常生活。

五、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深

化平安大厂建设，健全完善网格化管理，
扎实推进县镇村三级综治中心平台建
设，保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高压态势；抓
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交通运输、
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
的安全管理，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
持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充分发挥
群众工作中心作用，全面排查化解矛盾
隐患，确保全县社会和谐稳定。

县委十二月份工作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