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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一直不太好，这么多年也没送他什
么生日礼物，今天拿这张爱心卡领取蛋
糕后，也送给他个惊喜！ ”家住新城社区
的王玉梅激动地说。 与此同时，一些有
实际需求的贫困户凭借爱心理发卡、爱
心洗浴卡、爱心照相卡等也享受到了相
关爱心商家提供的免费服务。
“爱心超市共设计了爱心卡、特殊
关爱卡和爱心储蓄卡三种。 为全街道
5000 多低保户、 五保户和困难户分期
每人发放一张爱心卡，第一期选了 650

户， 持卡者在年内可免费领取到价值
500 颗爱心的各类物品。 特殊关爱卡由
包社区领导和包社区组长共同审核把
关， 在每个社区贫困户中评选出一些
特困户，每户再发放一张特殊关爱卡，
一次性领取米面油和关爱资金。 同时，
每位贫困户还可以参加社区组织的志
愿服务活动，获取爱心积分，再凭借爱
心储蓄卡来兑换等价物品和‘购买’服
务。 ”滦平县中兴路街道党委副书记孙
长庆介绍说。
（下转第三版）

政协滦平县第九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本报讯 （贾鹏飞）1 月 26 日，政协
滦平县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
成了大会的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会议补选王海隆同志为九届县政协
主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 《政协滦平县九届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政
协滦平县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关于政协滦平县九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
议》。
政协滦平县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于 1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北山新区
会议中心举行。 会议听取并同意温志中
同志代表政协滦平县第九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和王国平同志代
表政协滦平县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所作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选举产生
九届县政协主席。
在闭幕大会上， 县委书记蔡福浩
出席并讲话。 蔡福浩对政协上一任领
导班子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对
新一任政协领导班子表示热烈地祝
贺。 蔡福浩强调，新的时期对政协工作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希望县政协
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牢记使命责任，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履行职能，努力在滦
平经济大发展、快发展的征程中，再立
新功、再创辉煌。
蔡福浩表示， 希望县政协要继续坚
持在协商民主中建言献策。 围绕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 着眼于全县重要决策
部署、重大项目推进、重点工作落实，多
层次、 宽领域开展民主协商活动， 为县

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有力支持。突 持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 多听老百姓的
心里话”，多看老百姓的“身边事”，多算
出围绕开放招商、经济转型等重大课题， “
开展调查研究， 提出具有前瞻性、 针对 老百姓的“生活账”，围绕创业就业等群
性、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
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当好
希望县政协继续坚持在增进共识中 群众的贴心人和代言人。
汇聚力量。广大政协委员要敢于担当，勇
希望县政协继续坚持在履职尽责中
做“领头雁”，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当先 加强自身建设。 政协组织和广大委员要
锋，做表率，带头为项目建设出点子、找 坚持以“
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奋发作为、
套路、想招数；继续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协同发展”大讨论活动为抓手，顺应时代
主动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建议、 想对 要求，强化改革意识，自我加压，创新求
策、抓落实；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宣传滦 变，推动工作方式方法创新，努力提高政
平，推介滦平，为滦平发展聚集更多的智 协工作科学化水平。 进一步加强政协常
慧与财富。
委会、 政协班子和政协机关干部队伍建
希望县政协继续坚持在服务民生中 设， 积极探索履职尽责的新方法、 新途
促进和谐。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始 径，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
终恪守履职为民的价值追求， 继续关注 动起来， 为推动滦平又好又快发展做出
民生、服务民生，增进团结、维护稳定。坚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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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常委“三严三实”活动民主生活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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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贾鹏飞）改革创新续辉煌，真抓实干向未来。1 月 24 日
至 27 日，历时 4 天备受全县人民瞩目的滦平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 1 月 27 日胜利闭幕。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来自全县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汇聚一
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谋发展大计，共绘绿色崛起蓝图。
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县长崔瑞祥代表县政府作《政府工作
报告》。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县人大主任吴畏代表人大常委会作《滦平县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大会闭幕式上， 会议补选王桂森同志为滦
平县法院院长，并表决通过了《滦平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滦平县人民政府关于滦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草案）》、《滦平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
案）的报告决议（草案）》、《2016 年县本级预算及县总预算（草案）的报
告决议（草案）》、《滦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草
案）》、《滦平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及《滦平县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崔瑞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回顾了我县“十二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整体工作情况。 崔瑞祥表示，
“
十二五”是我县夯实基础、迸发
活力的五年。 五年来，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
形势，特别是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我县牢牢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战略机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绿色崛起、环首突破”的
发展路径，全面深化“
五大功能区”建设，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实现了
县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较好地完成了“
十二五”各项目标任务，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崔瑞祥指出，
“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推进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加速期，我们
面临着发展的“
大考”，既有挑战又有机遇。 全县上下要把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任务集中在生态建设、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城乡统筹、脱贫
攻坚五个方面，增强绿色发展新优势，培育转型发展新动能，激发协
同发展新活力，构筑协调发展新格局，着力推动共享发展均等化。 力
争实现“
一个目标”
“
两个翻番”
“
三个提升”的总体目标。“
一个目标”：
就是到 2020 年“稳定脱贫、全面小康”；“
两个翻番”：就是生产总值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年均增速 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三个提升”：就是实现县域经济实力、城镇化和美丽
乡村建设、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比“
十二五”时期明显提升。
崔瑞祥强调，2016 年是“
十三五”开局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任，需要全县上下树立“
下先手棋”理念，重心前移、强势开局、抢先
得分，千方百计保经济稳增长，把握机遇抓协同促开放，坚定不移补
全产业短板，合力攻坚脱贫促增收，统筹城乡合力发展，不遗余力建
生态优环境，一以贯之保民生促和谐，同心同德、奋发有为，激流勇
进、百折不挠，为建设经济繁荣、生态文明、百姓富裕、社会和谐的新
滦平而努力奋斗。 最终实现全县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8%，达到 165 亿
元；财政收入安排 10.58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达到 200 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达到 43.5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9%，达到 25200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0%，
达到 7865 元的预期目标。
吴畏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 年， 县人大常委会在
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围绕“绿色
五大功能区”建设，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崛起、环首突破”的发展目标和推进“
权，着力增强监督实效，积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建设幸福、美丽新滦平做
出了积极贡献。

2016 年 1 月 29 日
乙未年十二月二十
星期五

本报讯 （
王明华）1 月 18 日，室外
虽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但对于前
来中兴路街道爱心超市免费领取物品
的滦平县城困难居民来说，心里却是暖
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几天骑摩托车太冷了，穿上这
件黄棉大衣就可以挡风了， 没想到这
里的物资还挺实用， 爱心超市真是太
好了！ ”家住桥东社区的 44 岁困难户
王林笑呵呵地说。
“
我丈夫今年 50 多岁了，患有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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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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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高速、张唐铁路全线竣工通车 张百湾镇党委抓好三项工作整治“为官不为”
本报讯 （高海云）2015 年 12 月 30
日，张承高速公路、张唐铁路正式开通。 张
承高速公路、 张唐铁路、 滦赤线养护改造
（已升级为国道 335 承塔线）等三个国家级
重点交通项目同年竣工通车， 为我县加快
建设“
京东北地区进出北京的区域性综合
交通枢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承高速全长 367 公里，属北京大外
环组成部分之一，设计最高时速 100 公里
/ 小时，双向 4 车道，在承德市与京承、承
赤等 5 条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 张承高
速滦平段全长 35.2 公里，途径小营乡、西
沟乡、 红旗镇的 12 个行政村、20 个自然
村，工程建设投资 30 余亿元，建设桥梁 17
座、立交桥 2 处、隧道 6 条，在红旗镇设有
出入口互通，正在规划建设西沟乡出入口
互通。 张承高速的竣工通车，对于打通承

德西进东出的大通道， 连接坝上坝下，改
善我县整体交通运输环境，加快沿线地区
开发，特别是对“扶贫开发、脱贫攻坚”意
义重大。
张唐铁路全长 525.1 公里， 西起张家
口市，经承德市、唐山市，终到曹妃甸，全线
设沙岭子西、赵川、赤城、丰宁、滦平东、承
德西、李家营、半壁山、团瓢庄、唐海等 17
个车站， 初期运营时速张家口至承德西
120 公里，承德西至唐海 160 公里。 开通初
期，将安排开行货运列车 16 对。 张唐铁路
滦平段全长 62 公里 （含连接线 10 公里），
途经大屯乡、张百湾镇、付营子镇的 19 个
行政村，建设隧道 12 条、特大桥 ２ 座、大
桥 ５ 座，在大屯乡小城子村建设有全线最
大的两个车站之一滦平东站， 与京通铁路
实现互联互通。

本报讯（满海波）自整治为官不为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张百湾镇抓学习、
抓制度、抓服务，全面提升干部履职尽
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敢
作敢为，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抓学习，提高党员干部对“为官不
为”危害的认识。 制定学习计划，确保每
两周集中学习 1 次， 自学不少于 4 次，
以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让党
员干部深入领会“
三严三实”精神、学习
焦裕禄、谷文昌等典型事迹，促使大家
明白“
为官不为”范畴，自觉把握行为底
线。 通过学习、观看典型案例，对照部门
职能和个人承担的职责，逐项自查履职
尽责情况，对工作出现的慵懒散软现象
坚决予以改正；对县委、县政府安排部
署和督促交办的工作任务逐项进行梳

理，对存在明显差距的任务，认真分析
原因、落实整改措施；切实解决好作风
方面表现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该镇共
梳理问题七项，并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
方案，确保党员干部不想不为。
抓制度， 提高党员干部履职尽责
的标准。 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八项规
定” “六项禁令”、 狠刹“四风”和县
“十个严禁”要求，完善了《张百湾镇村
规范化建设制度》和《张百湾镇村级规
范化管理工作实施细则》，严格执行机

关日常管理制度， 镇干部严格按照规
定执行请销假制度、值班制度、出差制
度和考勤 制 度 等规 范 自己的行为，同
时，严格执行机关招待 、车辆 管 理、镇
资产管理以及镇财务管理制度， 严格
执行 《张百湾镇村级规范化管理工作
实施细则》， 对村级事务决策、“三资”
管理、 财务管理等各方面严格执行规
定。 并成立由纪委书记牵头的督导组，
对督查过程 中发现的责 任不落实、工
作不落实、执行力低等突出问题，进行

严 肃 整 治“为 官 不 为 ” 营 造“崇 尚
实干狠抓落实”的政治生态

铺出致富路

重点督导并限期整改。 确保党员干部
不敢不为。
抓服务，提升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
形象。 以“
群众动嘴、干部跑腿”为宗旨，
实行了便民事项全程代办制度，各村设
立便民服务站， 每天有一名村干部值
班，每周二、周四包村干部入村办公，办
理群众交办事项， 协调解决矛盾纠纷。
为继续深入开展全程代办工作，提高党
员干部的工作效率，该镇制定了全程代
办事项一览表，将党员干部的代办情况
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确保党员干
部不能不为。 截至目前，共接待群众来
信来访来电 1500 余人次， 为群众代办
事项 500 余件， 得到了群众的高度好
评，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提升了党员
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打开幸福门

—记张百湾镇下南沟村村主任关东伟
——
卢伟

近年来，我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期，大力推进无公害蔬菜产业园建设，实
施无公害蔬菜育苗、种植、销售等一体化管理，全力打造“京津冀第一菜园”。 图为尚
亚蔬菜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在查看无土栽培有机蔬菜的长势。
霍腾达 摄

●●●●●

深冬腊月的下南沟村，天气寒冷而
干燥， 老百姓都在家里忙着准备年货。
由于下雪，本来要去县里办事的关东伟
没走成， 气得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抱
怨：“今年这雪真叫多， 本来说好的事，
这又得耽误了”。 马上要过年了，作为村
主任的他根本顾不上家里，整天想着多
出去跑一跑，为老百姓多解决点问题。
下南沟村是张百湾镇的一个小村
子，280 多户居民， 没有像样的产业项
目，是滦平众多贫困村里最不起眼的一
个。 面对众多贫穷落后的乡亲们，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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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说：我要带领大家致富奔小康。 因为
这句话，2006 年村民选了关东伟为本村
的村主任。 10 年了，关东伟没有忘了当
初的誓言， 下南沟村在他的努力下，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赶上雨雪天气，整个村子泥泞不堪，
出行十分不便。 2007 年，上任伊始的关
东伟做了一个决定，要为村里修一条出
村的水泥路。 为了兑现这个承诺，更为
了真正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他折腾了
大半年的时间。 到县里争取项目，四处
要致富，先修路
筹措资金，动员乡亲们出义工，联系物
以前的下南沟村没有一条像样的 料。 终于，全长 5 公里、宽 3.5 米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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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修好了。 这是村里第一条水泥路，老
百姓们都说，走在上面心里甭提有多高
兴了。
为了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这
些年关东伟没少忙活。 2011 年，他用自
己的钩机、铲车为干沟梁顶上的村民开
辟出了一条上梁的车道，同时争取到了
“一事一议”项目，完成了近 2 公里的道
路硬化。 从此住在山上的村民告别了运
输只能靠驴驮人扛的原始方式，农货运
输方便了，走街串巷做买卖的也能上山
（下转第三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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