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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新闻
□ 我县举办2018年万人健身进

乡镇暨庆端午广场舞交流活动。6 月

14 日晚，我县 2018 年万人健身进乡镇

暨庆端午广场舞交流活动在五环公园

精彩上演。县领导王彦伟出席开幕仪

式。（王璐雪）
□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我县调

研绿化工作。6月14日，市人大常委会

调研组到我县调研绿化工作。县领导

张少杰陪同。（张娜）
□ 我县对2018年中考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6月15日，我县召开2018年

中考工作部署会议。县领导崔东虎出

席。（陈蒴）

□ 我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咨询日
活动。6 月 14 日，我县开展以“生命至

上 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

咨询日活动。县领导杨华勇到场指导

活动开展。（黄雪）

谷正海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
传达有关精神 部署相关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璐雪）6 月 12 日，

县委书记谷正海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

议，传达有关精神，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关于

六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

的通报》。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和责任

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面抓好工作落

实。各责任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一线

督导调度，对发现的环境问题要敢于

动真碰硬，以零容忍的态度即查、即

办、即反馈，确保依法依规整改到位。

会议传达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

2017年度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评价结果的通报》。指出，我县

考核评价结果名列前茅，离不开各级

党员干部的辛苦付出和不懈努力。在

今后工作中，要继续发扬“说干就干、

干就一流”的工作作风，找准差距、赶

超先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

招商引资工作，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

工作新局面。

会议传达了《中共廊坊市委办公

室、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18

年 1—5 月份全市财政收入情况的通

报》。指出，要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

上，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全力支持经济

发展，为“转型期”打好物质基础；要强

化招商促转型，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

发展聚集，全力以赴促进大项目、好项

目尽快落地开工，确保我县平稳度过

“转型期”。

会议听取了关于我县违规建设销

售“大棚房”问题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的报告，传达了全市“大棚房”及土地

例行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调度会

议精神，对全县彻底清理整治“大棚

房”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指

出，各级领导干部和责任部门要深入

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

神，按照“彻底整治、稳步推进、重点

突破、强势开局”的工作思路，以严肃

认真的态度，整改督察发现问题，确

保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整改到

位。在推进工作落实中，各级各部门

必须坚定整治决心不动摇，铁腕推进

不含糊；必须坚决打击不法分子和违

纪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化解社

会矛盾；必须坚持总揽全局、群策群

力，坚决把“大棚房”问题依法依规整

改到位；必须举一反三，全面查摆国

土领域方面存在的问题，扎实做好各

项整改工作。

人人都是大厂形象 处处都是大厂环境

标题
新闻

□ 省委督查组到我县督查“大棚房”整改工作

我县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
整改工作进行再部署

本报讯（记者周少红）6 月 10 晚，

全市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

整改工作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县立即

贯彻会议精神，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交办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再部署。

县委书记谷正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

宝旺，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

副县长王彦伟，市督导组组长李杰出

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交办问题立行立改，全面提升

问题整改水平。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

任感和敏感性，对标对表整改要求，牢

牢把工作抓在手上、放在心上、落实在

行动上。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整改力

度，扎实深入推进“八个专项行动”，确

保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动问

题整改落实到位。要切实发挥综合协

调作用，实现项目管理、台账推进、全程

留痕，及时做好问题反馈工作，确保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件件有着落、项

项有整改，推动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各

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释放四大“新信号”

编者按：5 月 18 日至 19 日召开的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对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部

署，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一起动手，推

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现

将此次重要会议传递出的新信息、美

丽中国建设的推进思路梳理刊发如

下：

六大原则：指明新时代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

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

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

静、和谐、美丽。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

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三是良好生态

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

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

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

建设。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

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

可触碰的高压线。六是共谋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

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

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一个重大判断：推动生态环境保
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

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

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

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

两个阶段目标：通过加快构建生
态文明体系建成美丽中国

会议提出了实现美丽中国的两个

阶段性目标——到2035年，生态环境

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

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

国。

如何实现？会议指出要加快建立

健全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

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和生态安全体系在内的生态文明体

系。

一个优先领域：解决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

象”“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

光”……

从打赢蓝天保卫战到水污染防

治、土壤污染防治、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吹响冲刺集结号 决战决胜赢“国考”

县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入村居片区
巡查“创卫”工作 县四套班子领导看望慰问

节日中的穆斯林群众
本报讯（记者张娜）6月15日是伊

斯兰教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开斋节。

县委书记谷正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

宝旺，县人大主任杨振新，县政协主席

冯幸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到大厂镇小厂

清真寺，看望慰问穆斯林群众，并通过

他们向全县穆斯林群众致以节日问候

和美好祝愿。

谷正海代表县四套班子祝贺广大

穆斯林群众节日快乐，感谢他们多年

来为大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作的

贡献。他说，当前，全县上下紧紧抓

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城市副中

心加快建设的重大机遇，正以文化产

业、全域旅游为两大抓手，以“五城同

建”标准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

园。希望全县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宗教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统一和自治相

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

坚持“民族团结、生态优先”的总原

则，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说干就干、

干就一流，积极投身到“五城同建”热

潮中，通过打造硬环境、提升软环境，

把大厂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推向更高

水平，努力营造更加宜居宜业的生活

环境。

穆斯林群众对县委、县政府长期

以来的关心表示感谢，纷纷表示，要

积极参与到自治县发展建设中来，与

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一道，勠力同心、

团结奋斗，共同开创大厂更加美好的

明天。

本报讯（记 者周少红 王璐雪
张娜 李月 谭淼）我县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进入决战决胜攻坚冲刺阶段，还

有哪些薄弱环节亟待“补课”？6 月 15

日一大早，县委书记谷正海，县委副书

记、县长刘宝旺，县委副书记张洪涛，县

人大主任杨振新，县政协主席冯幸等县

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入村居片区巡查国

家卫生县城创建工作，直面问题查短

板，迎难而上齐推进，进一步动员全县

上下以决战决胜的信心和勇气，全力以

赴攻坚冲刺，再夺“国”字号荣誉。

早上六点半，县四套班子领导、各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创卫办全体成员准

时集合。就扎实做好“创卫”巡查工作，

谷正海指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工作已

经进入冲刺阶段，要进一步对照创建指

标，按照区域划分和责任分工，深入开展

巡查，全面查找“创卫”洼地和软肋，找准

措施方法，努力破解制约，全力加压提

速，以更严标准、更高水平、更大力度，向

着既定目标全力冲刺，确保高标准、高质

量通过国家卫生县城验收工作。

带着比酷暑高温更加炙热的“创

卫”热情，谷正海、高连立、邳树家骑着

单车，按照划定的责任区域，穿行街巷

和社区，深入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查

看死角死面、查找问题短板。来到大厂

镇小里庄村，谷正海就村庄环境治理、

道路建设、拆违整治等工作提出指导意

见。指出，要抢抓有限时间、层层落实

责任、加快工作节奏，确保最短时间内

完成村庄环境改善提升。

草木叠翠、鸟语花香。穿过县城中

央公园，谷正海来到大厂一中楼前智慧

广场，查看绿化美化、体育设施建设等

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查漏补

缺，提升管理水平。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站位方便群众、服务社会，研究创新

举措。要一鼓作气加油干，推动各项任

务全面完成，让城区环境更宜居、人民

生活更幸福。

刘宝旺到大厂一村，走村街、查问

题、定措施、促整改，逐街挨户督导“创

卫”工作开展。一路上，刘宝旺边听边

看，对发现的市政设施缺损、路面清洁

不到位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指出，

“创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要提高认

识，强化措施，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和维

护工作；要加大宣传，引导村民树立“主

人翁”意识，积极主动参与到“创卫”工

作中，努力形成人人爱护环境的浓厚氛

围；要加强对“创卫”工作的技术指导，

加大督导频率，增强检查的针对性，确

保“创卫”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张洪涛到大厂二村开展巡查工作，

对照先进找差距、对照满分找不足。指

出，要正视问题、看清差距、奋起冲刺，

以“零容忍”的态度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加大背街小巷卫生死角的排查整治力

度，完善长效机制，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平，全面提升城中村整体环境。

杨振新、张少杰到大厂三村开展巡

查工作。杨振新指出，要严格对照“创

卫”标准，加强城中村环境卫生整治，清

除卫生死角死面，加强保洁管理，努力

营造健康优美的生活环境。

冯幸到大厂四村开展巡查工作，指

出，要明确“创卫”工作整改要点，加大

村庄环境整治力度，着力解决脏乱差问

题；要查找薄弱环节，解决实际问题，促

进城中村环境再上新水平。

王彦伟、张晓波到小厂村，康建军

到芦庄村，任建国到荣昌苑社区，张秀

萍到步行街社区，陈国通到北新西街社

区，陈宝春到永安南路社区，丁然到华

安北路社区，关松发到华安南路社区，

祁宝利到永安里社区，杨华勇到幸福路

社区，吴成杰、徐兵到城区主干道路，张

春秋到北辰西街社区，李建军到永安北

路社区开展了环境巡查工作。

刘宝旺调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周少红）6月15日，我

县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议，县

领导刘宝旺、王彦伟、崔东虎、杨华勇、

吴成杰、徐兵、邳树家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和省有关

环保精神，通报了有关情况，分析了全

县 6 月份空气质量，听取了县环保、大

气办、住建、畜牧、城管执法、工信、公安

交警大队等部门关于“八个专项行动”

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

刘宝旺指出，要充分认清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克

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严肃认真地

对待环保工作追责问责，对照整改要

求，切实做到严格标准、从严整改。要

突出精细、精准，标准再提高、力度再

加大、措施再细化、机制再完善，确保

大气污染防治各项管控措施落实见

效。要统筹协调，合力攻坚，进一步强

化问题导向和责任担当，针对问题症

结，精准综合施治，确保“八个专项行

动”和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

题整改工作扎实深入推进、全面整改

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