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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菊花朵朵绽放。9 月 10
日，在寿阳县南燕竹镇吴家崖村，一片
繁忙景象，村民们在花田中麻利地搬运
盆栽，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吴家崖
村村委会将河边杂草丛生的土地，开发
整理为花卉种植基地，以“公司+集体+

农户”模式大力发展花卉产业，不仅改
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也增加了村民收
入。此外，村委会还将农业资源与乡村
观光旅游相结合，实现种、产、销、观
光一体化经营。

李静 弓晓雅 摄

以花为媒筑梦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裴晓敏）为深化
市校企合作、实现三方共赢，推动我
市特优农产品走出去，助力农业高
质量发展，9月 3日，由市农业农村
局联合市教育局举行的特优农产品
进校园推介洽谈会在榆次举行。

“这次洽谈会非常及时，为我们
企业搭建起了特优农产品进高校的
直通车。”山西五福农产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建福告诉记者，这次
的洽谈会企业收获满满。

活动现场，来自山西泽榆畜牧
业开发有限公司、晋中市康晋食品
有限公司、山西金榜乳业开发有限
公司、山西五福农产品股份有限公
司、左权麻田顺康天然农产品有限
公司等15家龙头企业代表，带来了
涉及肉、蛋、奶、米、面、油、醋、果、
菜、豆制品及农产品加工食品，吸引
了驻我市的太原理工大学、太原师
范学院、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医科
大学、山西传媒学院、晋中学院等
12家高校代表咨询和洽谈业务。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农产品
品牌建设工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资金上给予扶持，有力地调动了企

业、合作社的积极性。截至目前，我
市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 1 个，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14个，获得山西省功能农
产品11个、市级区域公用品牌3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 15 个，认证绿色、
有机、无公害等品牌农产品635个、
企业 234 家。平遥牛肉、榆次海玉
食品、太谷兴谷枣业、太谷金砖五谷
4家企业进驻上海山西特色食品产
业园，太谷巨鑫、榆社小米、祁县酥
梨等产品获得深圳“圳品”认证。今
年，我市又优选了一批农产品生产
基地，建立起晋中特优农产品目录
库，收录品牌企业600余家，筛选出
1000余种产品供高校选择。

“让高校食堂与农业生产企业
直接对接，由产地直接配送农产
品，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采购
成本，让学生每天能吃上新鲜安全
的食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这种产销直接对接的
方式，不仅能从生产的源头追溯农
产品的安全，而且能推进农产品企
业实现订单生产，有力地推进乡村
振兴。

我市紧盯特优农产品深化市校企合作

让高校“菜篮子”精准对接农民“菜园子”

深化省校合作 共促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国栋）近日，平
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根据危化品运输
车辆交通违法行为频发问题，强化路
面管控，实施精准打击，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队成立路面巡逻小分队，深入
摸排辖区危化品运输车辆底数，采取

“白+黑”24小时勤务模式，对危化品
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并
连续查获4起危化品车辆闯禁行违法
行为。

警方提醒广大驾驶人及企业，在
出车前务必做到以下几点：检查安全
检验标志，带齐证件。查看车辆号牌
安装是否完好，安全检验标志、保险标
志是否放置正确，驾驶证、行驶证、道
路运输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
证是否齐全有效、随车携带。检查车
辆是否存在隐患。查看车辆标志灯、
标志牌、反光标识、侧后防护装置、灭
火器等安全装置配置是否完好，卫星
定位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平遥公安交警严格管控打击危化品车辆闯禁行违法行为

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一法两条例一法两条例””环保执法检查组突查暗访环保执法检查组突查暗访··太谷区太谷区

本报讯 （记者赵光耀）9月9日
下午至10日，市人大常委会“一法两
条例”环保执法检查组来到太谷区，
就该区贯彻实施“一法两条例”情况
进行突查暗访。

检查组先后对山西龙成华嘉商
住工程施工工地、山西博特玛钢有限
公司、水秀镇团场村临时石料堆场、
胡村镇朝阳村两处施工工地、太谷区
方州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平雅园商住
楼项目施工工地、太谷区永鑫一般固
废清运有限公司固废临时储存点项
目进行突击检查。同时，检查组还对
今年以来12369平台举报问题进行了
抽查核实。检查组将发现的问题对
照法律法规向相关负责人指出并提
出整改要求。

在山西龙成华嘉商住工程施工
工地和平雅园商住楼项目施工工地，

检查组看到两处工地落实扬尘管控
“六个百分百”基本到位。在山西博
特玛钢有限公司，检查看到镀锌工序
除尘器正常启用。

此外检查发现，水秀镇团场村临
时物料堆场大量渣土石料苫盖不全，
进出道路未硬化，渣土车带泥上路，
存在扬尘污染。山西太谷昌泰丰公
司智慧消防生产基地项目、山西聚龙
铸造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两处施工工
地未设置围挡，渣土未苫盖，“六个百
分百”落实不到位。太谷区方州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未将原料全部放于料
棚内。太谷区永鑫固废临时储存点
2#临时储存场扬尘管控不到位。胡
村镇中阳村一农户院内擅自存放大
量废油桶。截止发稿前，该废油桶暂
存点已彻底取缔。

检查组建议太谷区政府要高度

重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标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要求，举一反三，加强监

管，特别要加强扬尘污染管控，精建
细管“绣”出美丽城市。加强扬尘污染管控 不断提升空气质量

太谷区水秀镇团场村临时物料堆场未苫盖存在扬尘污染。
本报记者 张昊宇 摄

本报讯 近日，和顺县纪委监委
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立足职能职责，强化政治监督，督促
推动人社部门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

盯关键部门，压实主体责任。紧
盯关键部门，提出压实责任、强化担
当、严肃纪律的意见和要求。在派驻
纪检监察组督促推动下，县人社局充
分调动就业和人才中心积极性，并借
助县政府网站和县融媒体公众号，采
取网上服务以及预约分流、即办即走
的服务方式，为全县 389 名应届高校
毕业生精准开展分类就业指导服务。

聚焦高校毕业生，促进政策落
地。派驻纪检监察组深入一线，加强
政策适用和措施落地情况专项监督检
查，促进点对点送政策、简化审核流程
等举措落细落实。截至目前，县人社
局已发放岗位需求表130余份。

建立工作体系，拓展就业渠道。
派驻纪检监察组通过实地调研、分析
等方式，对县人社局做好毕业生就业
工作开展不定时督查，推动建立起“全
员覆盖、一人一策、一专业一策”就业
需求体系。目前，已有28名高校毕业
生达成就业见习意向，并于9月1日正
式上岗。

（李媛珍）

和顺县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

以强监督促高校毕业生稳就业

本报讯 （记者王晶）“入住五
六年了，一直没有领到不动产证。

‘清零行动’开始后，两天时间就拿
到了不动产证。这次行动效率高，
举措好。”看着刚刚拿到手的大红
本，祁县田源心苑的住户李女士悬
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房屋产权登记确权颁证“清零
行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祁
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交易中心以遵
守法律法规底线为前提，积极协调
解决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把房屋产
权登记确权颁证“清零行动”作为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增进民生福
祉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购房群众积
极办理不动产权证。

小小一本证，牵动万家心。为
全面、如期、保质完成房屋产权登
记确权颁证“清零行动”目标任务，
祁县在政务大厅增设了6个“处遗”
窗口，1个“军人优先”窗口，从各成
员单位抽调 15 名专业人员填充到
政务服务大厅，参与不动产清零任
务。为解决群众“工作日没空办，

休息日无处办”的实际困难，实行
轮班制，确保“周末不打烊”。推行
老年人及特殊人群“关爱行动”、对
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对在
外地的客户进行微信视频确认等一
系列便民利民措施，并形成长效工作
机制。为开通“清零行动”颁证快速
通道，大厅还配备了一台不动产登记
智能缮证一体机，为群众提供查询、
缮证、领证等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
截至目前，祁县约30个小区的3400
余户居民办理了不动产权证。

日前，记者走进祁县政务服务
大厅看到，不动产登记服务交易中
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来咨询的
办事群众一次性告知办理业务流
程及所需材料。祁县不动产登记
交易服务中心主任张秀艳表示，将
以“清零行动”为契机，不断提高服
务水平，优化工作流程，打造最佳
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于民，以“便
民、高效、规范、创新”的理念，圆满
完成全县房屋产权登记确权颁证

“清零行动”目标任务。

祁县

多措并举推进房屋产权登记确权颁证“清零行动”

聚焦房屋产权登记确权颁证清零行动聚焦房屋产权登记确权颁证清零行动

根据省委有关规定，现将晋中市出席中国共产
党山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
予以公示（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兵 男 汉族 晋中老知青种养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王天来 男 汉族 山西省平遥牛肉集团公
司销售员

王占斌 男 汉族 晋中市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

王素红 女 汉族 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
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巨亚宏 男 汉族 左权宏远学校教师
石 勇 男 汉族 左权县委书记
冯晓雷 男 汉族 晋中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
任靖邦 男 汉族 晋中市公投公司党委书

记；市水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 伟 男 汉族 晋中市太谷区委书记、山

西农谷党工委书记
刘世宏 男 汉族 晋中市委副秘书长
刘向东 男 汉族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
刘进文 男 汉族 晋中市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晋中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
刘敬珍 女 汉族 晋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地方病防治部部长
闫忠生 男 汉族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机焦厂职工
祁云静 女 汉族 左权县畜牧兽医服务中

心畜牧师
许利伟 男 汉族 昔阳县委书记
那志茂 男 汉族 晋中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
孙永胜 男 汉族 和顺县委书记
严学慧 女 汉族 晋中市榆次区安宁街道

龙湖社区党委书记、主任
李 云 男 汉族 左权县寒王乡平旺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李 军 男 汉族 祁县县委书记
李军荣 女 汉族 晋中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李丽娟 女 汉族 榆社县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中心农艺师

李明君 女 汉族 晋中市第一幼儿园教师
李晓晖 女 汉族 昔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主任
李敏夏 女 汉族 晋中市林业和草原发展

中心工程师
杨 隽 男 汉族 寿阳县委书记
吴俊清 男 汉族 晋中市委书记
张 鹏 男 汉族 介休市委书记
张丽丽 女 汉族 晋中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张丽萍 女 汉族 寿阳县林草服务中心工

程师
张秀艳 女 汉族 祁县不动产登记交易服

务中心会计师
张秀峰 女 汉族 和顺县第一中学教师
张英杰 男 汉族 榆社县委书记
张建岗 男 汉族 和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张贵如 男 汉族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张淑珍 女 汉族 晋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党组书记
陈 莉 女 汉族 灵石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周建喜 男 汉族 共青团晋中市委副书记

（主持工作）
赵世芳 男 汉族 晋中市委常务副秘书长
赵瑞昌 男 汉族 晋中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郝贵忠 男 汉族 山西海玉园食品有限公

司技术员
郝海鹰 女 汉族 平遥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要季萍 女 汉族 晋中市太谷区教学研究

室教师
段燕翔 男 汉族 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山

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

侯兴瑞 女 汉族 介休市第二中学校教师
贾暾耀 女 汉族 寿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护师
高 鹏 男 汉族 山西宏艺杰诚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技术主管
高俊红 女 汉族 和顺县喂马乡关家窑村党

支部书记

高婷婷 女 汉族 平遥县审计事务服务中
心审计师

郭 艳 女 汉族 灵石县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中心兽医师

郭丰慧 男 汉族 晋中市政府党组成员，市
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郭侠锋 女 汉族 晋中市青少年科技中心
副主任

郭建雄 男 汉族 灵石县委副书记、县长
郭艳艳 女 汉族 晋中市太谷区统计调查

中心兽医师
曹晋宜 女 汉族 山西金龙鱼梁汾醋业有

限公司品管部经理
常书铭 男 汉族 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
常海宝 男 汉族 寿阳县景尚乡贾豹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崔雪波 男 汉族 晋中市政府党组成员，市

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
韩 伟 男 汉族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

公司机械制造厂班组长
韩 军 男 汉族 灵石县委书记
韩忠辉 男 汉族 山西昔阳裕丰供热有限

公司换热站运行检修工
韩效兵 男 汉族 榆社县北寨乡副乡长、水

磨头村党支部书记
程劲光 男 汉族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樊海燕 女 汉族 昔阳县融媒体中心总编
潘海燕 女 汉族 晋中市委副书记
魏 婷 女 汉族 榆社县乡村振兴局科员
魏江峰 男 汉族 平遥县委副书记、县长
公示时间为9月13日至9月17 日。公示期间，

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市委选举出席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代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组织部）
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反映情况和问题要实事求是，提倡实名反映，
以便了解核实。

联系电话：0354-12371
通信地址：晋中市新华街 199 号市委主楼 806

房间
邮政编码：030600

2021年9月13日

关于晋中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