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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社会各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

本报讯 （郝凯） 5 月 7 日，中
国共产党内丘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九
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县委常委
会主持。县委书记张辉代表县委常
委会作了讲话。县委委员、县委候
补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内丘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
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丘县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会议指出，召开县第十一次党
代会，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
大事。我们将通过召开县第十一次
党代会，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县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描绘出内丘未来五
年发展的宏伟蓝图，选出推动全县
高质量赶超发展的强有力领导班子，
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内丘的新征程。全县各级各部门一
定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
强化政治担当，充分认识开好这次
党代会的重要性，努力把这次党代

会开成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大会，发扬民主、凝聚共识的大会，
开拓进取、鼓舞人心的大会，纪律
严明、风清气正的大会。要通过这
次大会，引导全县各级各部门以更
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振奋的精神、
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扎实的工作，
不断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县、
美丽内丘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筹备，
确保县第十一次党代会顺利召开。
要精心研究起草党代会报告，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十
四五”规划和内丘发展实际，坚持
县委“五个一”总要求，围绕建设
“绿色工业强县、商贸物流重县、历
史文化名县、中医康养古县、全域
旅游盛县、生态支撑大县”，科学确
定未来 5 年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
任务及工作举措，努力形成一个贯

彻上级精神、符合内丘实际、汇集
各方智慧、引领未来发展的报告。
要认真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坚持把
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资格条件
关、整体结构关、身份认定关、产
生程序关，确保选出的党代表具有
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要着力营造
良好换届氛围，教育引导全县上下
进一步唱响主旋律、提振精气神、
激发正能量，大抓落实、大干实事，
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迈上新台阶，以
优异的发展成绩和稳定的社会局面
迎接党代会胜利召开。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一
定要把严肃换届纪律挺在前面，严
格执行中央换届纪律“十严禁”
“十个不准”要求，严明纪律规矩，
加强监督检查，发挥示范作用，以
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营
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保证换届
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

中国共产党内丘县第十届
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郝凯） 5 月 7 日，
我县召开县委常委会 （扩大）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全省党史
学习教育推进会议精神。县委
书记张辉主持会议，县委副书
记、县长杨辉，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付连国等县四大班子领导
出席会议。市委第四督导组组
长刘占平应邀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是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安
排部署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
会省委书记王东峰在全省党史
学习教育推进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上级要求，高质
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入
脑入心、见行见效。要坚持领
导带头领悟、带头受教育，带
头践行初心使命。要灵活宣讲
方式，增强宣讲的公众感、时
代感、亲和力和生动性。要广
泛开展掌上宣传、网络宣传，
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四要用好红色资源，不断增强
广大干部群众“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对老军人、老英
雄、老革命、烈士家属等群体
实行领导干部包联制度，定期登
门慰问，关心关爱和帮助解困。
要加大养老机构投入，解决养老
公寓、养老院资源不足问题。要
统筹我县医疗资源，对照省应急
处置操作规范，及时进行查漏
补缺，完善各项措施，确保疫
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要加强
对全县教育资源的分析，研究
制定改进提升措施，满足全县
教育需求。要用好“河北福嫂”
“燕赵家政”品牌，积极争取上
级政策和资金支持，加快我县
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等服务业
发展。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公交
一卡通，确保实现全覆盖。要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解决
好农村环境问题。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
门要强化底线思维，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
理、松劲心态，毫不放松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森林防火、
安全生产、信访稳定工作，把
风险管控到位，确保万无一失。
要强化争先意识。从县级干部
做起，坚持“以实为根、以攻
为守、以先为荣、以后为耻”，
深入推进市委、市政府安排部

署的“当前需着力做好的 30项
重点工作”，以市委“20 条措
施”为标准，一级带着一级干、
一级做给一级看，层层抓好落
实。要强化统筹推进。有力有
序推进“三重四创五优化”、
“三基”建设年、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作风纪律专项整治、党
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营造
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庆
祝建党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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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在全国防
灾减灾日来临之际，我县
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地
震救援拉动演练，按照实
情、实景、实兵、实装标
准，分别进行了携装徒步、
生命搜索、坑道救援、挖
掘破拆救援等实战演练，
增强消防队员的地震救援
能力。

图为内丘县消防救援
大队队员在地震救援演练
中。

刘继东 摄

河北经济日报讯 4 月 26 日一
大早，内丘县金店镇小辛旺村的保
洁员推着保洁车，清扫路面、清理
垃圾，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忙碌，花
池内外、街面墙角、房前屋后变得
干干净净。

行走在小辛旺村内的街道上，
新铺的柏油路面平整笔直，道路两
侧翠绿的万年青被修剪得整整齐齐，
淡黄色的墙面、富有设计感的灰色
屋顶、精美的文化墙和标识牌，处
处透着现代新农村的新面貌。

在该村南部的昌盛达生态园，6
座设施大棚里的大樱桃、绿葡萄、
红颜草莓等多种水果长势喜人。10
几个工人打岔、疏果、修枝，一派
忙碌的管护景象。

近年来，小辛旺村大力整治乡
村环境，发展乡村休闲采摘游，一
个传统村庄“蝶变”成国家级美丽
休闲乡村。

“2012 年我们便着手开始农村
环境整治。”小辛旺村党支部书记王
延昌说，为改变脏乱差的环境，该
村突出“拆、建、绿、美、护”
“一建二拆三美化”，在村民院内建
设高标准双瓮漏斗式无害化卫生厕
所，拆除邻街巷的旱厕和粪池，进
行乔、灌、花、草、菜不同层次的
绿化，将传统农村打造成现代美丽
农村。

经过打造，全村共建设户内高
标准卫生厕所 153 个，拆除户外旱
厕 141 个，硬化街道 1500 米，铺设

花砖 2 万余块，粉刷墙壁近 3 万平
方米，修建排水沟 2800 余米，拆除
不雅建筑 85 处。同时，绿化 2400
平方米，栽植女贞 1.6 万株、景观
树 700 多棵，环村绿化植树 3500
棵。

道路净了、村庄绿了、庭院美
了、街道亮了，小辛旺村通过改水、
改厕、改圈、改厨，大大方便了群
众生活，实现了农村田园环境的大
提升。

“每到周末，总有不少前来采
摘的游客。”昌盛达生态园大棚管理
人员邢站民边忙边说：“这个周末，
大棚樱桃就能采摘了，半个月后，
外面 320 亩的大地樱桃也就成熟
了。” (下转第三版)

内丘小辛旺村念好乡村“兴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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