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县召开精神文明建设暨
2022年文明城市创建动员会议

本报讯 （记者周少红）4月24日，

我县召开精神文明建设暨2022年文明

城市创建动员会议，分析形势任务，明

确工作重点，对创城工作进行动员部

署。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创城指挥部

指挥长张秀萍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

副书记高连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振

新，县政协主席康建军等县四套班子领

导出席会议。

会上，张秀萍剖析了文明城市创建

历程，围绕“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

分析形势任务，部署重点工作，发出创

城“集结号”。动员全县各级各部门将

其作为推动全县工作的载体、检验工作

是否到位的量尺，以“文明提升无止境、

创城永远在路上”的韧性和干劲，唱响

创城“面子”“里子”“精致”“三部曲”，扎

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

切实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

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秀萍强调，创城是一项综合性、

系统性工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

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扎实开展

社区创建巩固提升工程、停车秩序整治

巩固提升工程、交通秩序整治巩固提升

工程、市容环境整治巩固提升工程、经

营秩序整治巩固提升工程、村镇文明创

建巩固 （下转第二版）

我县召开经济工作推进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李月）4 月 26 日，

我县召开经济工作推进会议，县委副

书记、县长张秀萍出席会议并讲话，市

委重点工作大督查第二督查组组长韩

勇应邀出席会议，县委副书记高连立、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振新、县政协主

席康建军等县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

情况，对二季度经济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张秀萍

说，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把精力集中到抓经济上来，既要明确

整体成绩，也不回避短板弱项，清醒认

识面临的发展形势，把握好一体化发

展重大机遇，找准方向、坚定信心，冲

刺二季度，实现“双过半”。

张秀萍强调，要集中精力抓经济

发展。一是抓投资，把投资作为经济

发展的“晴雨表”，在政府投资方面，要

把 2022 年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重点

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以旬保月、

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如期完成任

务目标；在社会投资方面，要抓牢产业

项目，全力实现新建开工、续建、保投

产项目的复产复工。二是上项目，一

方面坚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盯

手续、盯进度、盯质量，全力推进在谈

项目签约、已签约项目落地、拟开工项

目加快开工、已开工项目投产达效；另

一方面，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引进优质项目，吸引高端人才

落户，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

环。三是破制约，要抓规划，做好做优

“十四五”国土空间规划落位，抓好项

目包装、争列省市重点，做到协调联

动、共同跑办，精准服务项目落地。四

是深挖潜，应征税款在税种上、方向上

全覆盖，做到应收尽收。五是扩融资，

要将国企融资平台建起来、用起来，拓

宽融资渠道，满足融资需求。六是保

增收，解决收支矛盾。七是优节支，加

强资金统筹，优化支出结构，保障全县

机构正常运转、人员工资兑现、基本民

生项目按进度有序实施，保持财政稳

定运行。

张秀萍指出，要统筹协调，做好保

障。落实“四个责任”，优化营商环境，

加大宣传督导，统筹协调疫情防控、经

济发展和安全稳定，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全年任务目标，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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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强调

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首届全

民阅读大会23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阅读是人类

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

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

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

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

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

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

习近平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

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

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

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宣读了习近平的贺

信并讲话。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

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推动全民阅

读、建设书香中国的高度重视。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加强阅读引领，涵育阅读风尚，构

建覆盖城乡的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推

动全民阅读扩大覆盖、提升品质、增强

实效，以书香中国建设促进文化强国

建设，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

强大精神力量。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由中央宣传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北京市委、北京市

政府指导，中宣部出版局、北京市委宣

传部主办，主题为“阅读新时代、奋进新

征程”，包括系列论坛、展览展示、发布

和主题活动等环节。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出版发行单位和社会组织代表、专

家学者和作家读者代表等参加大会。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张秀萍带队到密涿高速大厂东卡口调研检查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欣岩）4月27日清

晨，县长张秀萍带队到密涿高速大厂东

卡口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并召开会

议，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荣波，政府副

县长高伟，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赵

刚毅，政府副县长王立达出席会议。

在详细了解人员车辆查验流程、工

作人员分工配备、通道设置、设施保障

等情况后，张秀萍说，要进一步加强与

其他地区沟通对接，前置分流设施和引

流举措，优化检查流程和查验方式，减

少车辆拥堵，避免人员扎堆，提升查验

效率。相关部门及属地要紧密配合，顺

畅衔接，科学合理制定值班轮岗计划，

扎实细致做好排查检验工作。要强化

工作人员防护意识，完善安全设施、防

护装备及消毒物品配备，坚决落实来

（返）车辆“逢车必查、逢人必检”，确保

疫情防控、交通通行等各项工作高效有

序开展。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
本报讯 （记者周少红）4月27日，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进

行集中学习，开展交流研讨。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

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促进我国社

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

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故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等精神。中心组

成员围绕所学，结合分管工作进行了交

流研讨。

会议指出，要以个人自学为主、集

中学习为辅，学深学透把握精神实质，强

化理论武装、提升政治素养，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党中

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

落地。要立足长远发展，坚持民生为上，

坚定理想信念，改进工作作风，以身作

则、尽职尽责，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

质量。

会议强调，要精准发力抓牢重点工

作。一要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

情绪和松劲心态，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党员领导干

部带头遵守各项规定，严防“五一”期间

人员聚集，持续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共同守住守牢

“外防输入、内防聚集”安全防线。二要

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紧盯重点工程、

抓实重大项目、做好重点工作，冲刺二季

度，实现“双过半”，确保圆满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三要全力确保安全稳定。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排查安全隐患，完

善各项预案，切实以平稳健康的经济环

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

治环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记者张娜）4月27日，我

县召开2022年食品药品安全暨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议，县

长张秀萍、副县长王立达出席会议。

张秀萍指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工作事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是重大民生工程。2021 年，全县各相

关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在坚守安全底线、提升监管能力

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工作成效。我们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认清形势，看

到自身存在的短板弱项，进一步增强

做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要

明确任务，压实责任，根据职责分工，

按照达标与否，进一步巩固强项，夯实

基础，补齐短板，全力推进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要凝心聚力，

切实提高风险化解能力，盯死看牢进

口及冷链食品等重点部位和重点环

节，夯实安全监管基础，强化执法办案

力度，以更加鲜活、个性化的形式创新

发挥宣传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尚德守

法、共享共治、人人参与的食药安全文

化和浓厚社会氛围。要协调联动，通

力合作，坚持一线督导检查，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调度推进，持续加强督导问

责，确保压力责任逐级传导到位，推动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切实保障

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秀萍分别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教育和体育局、夏垫镇、北辰街道主要

负责同志现场签订了责任书。

王立达主持会议，并就落实好会议

精神讲了具体意见。

会上，宣读了《大厂回族自治县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

案》《大厂回族自治县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重点任务、

重大工程项目分工落实方案》《2022年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大厂镇、县农

业农村局、发展和改革局结合工作职责

就做好2022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作了表态发言。

我县召开2022年食品药品安全暨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议

张秀萍专题调度重点工程建设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月）4月20日，县

长张秀萍专题调度重点工程建设工作。

张秀萍先后到密涿高速公路大厂

东连接线过街段拆除现场和殡仪馆新建

工程、国家京剧院文旅融合产业化基地

项目建设现场督导进展情况，并现场踏

勘双马路等农村公路管理情况。就加

速、有序做好重点工程建设，张秀萍指

出，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

持两手抓、两不误，积极调配力量，上足

人力物力，紧盯建设现场，在保障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抓工期、抢进度，加快推进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完成任务；要推进复工复产，坚持“一企

一策”“一项目一册”，加强工人管理，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要压实监管

责任，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开展隐

患排查，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秀萍到高新区调研指导工作
本报讯 （记者周少红）4 月 19

日，县长张秀萍到高新区调研指导项

目建设、招商引资、对接央企深耕北

京行动、产业链、复产复工、二次创

业、双倍增等工作。县领导程刚、李

建军、郭玉杰一同调研。

在高新区管委会，张秀萍听取了

整体工作汇报，深刻分析当前形势，

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对下一步发展把

脉定向、精准施策。她说，疫情防控

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高新区坚持两

手抓、两手硬，艰辛付出、务实苦干，

为全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要继续毫

不放松做好新形势下常态化疫情防

控，把好企业“安全关”，落实“人物

同防”各项要求，筑牢外防输入安全

防线；要做好社区防控，发挥社区卫

生服务站等“哨点”作用，落实“四

早”原则；要做好通勤人员每周两次

免费核酸检测工作，构筑更加坚固的

安全屏障。

张秀萍说，要立足“十四五”，深

入做好国土空间规划、扩区计划、产

业规划等工作，为高质量发展蓄势增

能；要精心做好二季度集中开工项

目、“5·18”经洽会签约项目各项准备

工作，高标准、全方位展示大厂发展

成果和建设形象；要保持战略定力，

狠抓重点项目促投资，不断提升项目

质量水平，推动资源要素向项目集

中，加大争列省市重点项目力度，推

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达产；各部

门要常调度、勤沟通，提速提质各项

工作，打出项目建设“组合拳”，为经

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程刚、李建军、郭玉杰分别讲了

意见。

张秀萍督导县内60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记者陈蒴）4月16日上

午，县长张秀萍到高新区蒋谭路社区接

种点和祁各庄镇谭台村接种点，对县内

60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行

现场督导，政府副县长王立达一同督导。

在各接种点，张秀萍实地查看登记

区、接种区、留观区等区域设置情况，仔

细询问应接、已接、未接等人员底数，听

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疫苗接种情况汇

报，并叮嘱现场工作人员做实做细各项

工作，耐心细致为群众提供服务。

张秀萍要求，要扎实推进60岁以上

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及时向居民宣

传接种疫苗的必要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充分保障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要全面

做好疫苗接种核实工作，做到“应接尽

接、不漏一人”，确保安全稳妥、有力有

效、保质保量完成疫苗接种任务，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疫情

防控坚固防线。

值此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之际，

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

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

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

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

格。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

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

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

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
2022年4月23日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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