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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解放路施工影响

市区 9 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运 城 晚 报 讯（记 者 樊 朋 展
李政奇）7 月 23 日，从运城市公交总
公司获悉，市区解放路潞村街至工
农街段道路改造施工期间，经过该
路段的 9 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据了解，此次临时调整的公交
线路包括 1 路、2 路、3 路、33 路、6
路、7 路、12 路、16 路、20 路。
1 路公交车自中心汽车站发
车，行至解放路与工农街交叉口，绕
工农街、人民路、潞村街、火车站恢
复原线路运行。因绕行里程增加，
该线路发车间隔由 8~10 分钟调整
为 9~10 分钟。
2 路公交车始发站由中心汽车

站调整为火车站，不再经过火车站
至中心汽车站路段。
3 路和 33 路公交车自池神庙发
车，行至解放南路与河东东街交叉
口，绕河东东街、人民路、条山街，至
解放北路恢复原线路运行。因绕行
里程增加，两条线路发车间隔由 8~
10 分钟调整为 10~12 分钟。
6 路公交车自禹都南门发车，
行至人民北路（四季绿城站），沿人
民北路、人民南路经潞村街，至火车
站恢复原线路运行。
7 路公交车自圣惠嘉园发车，
行至圣惠南路与红旗西街交叉口，
沿圣惠北路绕工农西街，至解放路

恢复原线路运行。
12 路公交车自第一医院发车，
行至解放北路与工农街交叉口，绕
工农街、人民路，至禹都大道恢复原
线路运行。因安邑旧城改造，该线
路终点站由安邑东城逸景小区临时
调整至水利职业学校。
16 路公交车自杜家村发车，行
至圣惠南路与红旗街交叉口，沿圣
惠北路绕工农西街，至解放北路恢
复原线路运行。
20 路公交车自空港科目三发
车，行至红旗街与人民南路交叉口，
沿人民南路、工农东街，至工农西街
恢复原线路运行。

104 路公交车始发站
由池神庙站调整为黄河世纪广场站
运 城 晚 报 讯（记 者 樊 朋 展
李政奇）7 月 23 日，从运城市城际通
巴士公交有限公司获悉，因市区解
放路潞村街至工农街段道路改造施
工，104 城际公交线始发站由池神

庙站调整为黄河世纪广场站，不再
经过解放路三校站。
该公司提醒，乘坐 104 路公交
车的乘客，如需要转乘市区 1 路、4
路、44 路、7 路、16 路、20 路、26 路公

交车，可在黄河世纪广场站下车；如
转乘 3 路和 33 路公交车，则需在盐
湖区检察院站下车。道路施工期
间，请大家及时关注公交线路信息，
选择合理的出行路线。

芮城：
“四高”提升巡察监督质效
运城晚报讯 为打好“群腐”整
治攻坚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芮城
县创新方式方法、深化巡察监督，保
障管党治党严、紧、实。
一是突出党建引领，高站位开
展巡察工作。该县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开展丰富的主题党日活动，落实
党建责任，达到“以党建促巡察、以
巡察强党建”的效果。
二是落实全面覆盖，高要求开
展巡察工作。该县根据机构改革实

际情况，及时调整巡察全覆盖路线
图和时间表，以全覆盖体现“零容
忍”，着力解决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
不正之风。
三是深化标本兼治，高效率开
展巡察工作。该县始终把解决问题
作为巡察工作落脚点，抓实抓细问
题线索移交办理和督查督办，积极
开展巡察整改“回头看”，对照反
馈意见和整改报告，全面盘点、逐
项检查，保证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到

位。
四是重视扬长补短，高质量开
展巡察工作。该县对巡察重点内容
实行清单式、表格式管理，拓宽巡察
广度、加强巡察深度，避免巡察环节
遗漏重要内容。通过表格统计、分
析比对，迅速判定问题症结，确定整
改方向。同时，根据问题清单，细化
分工、责任到人、规定时限、精准发
力，
压茬推进整改
“清零”工作。
（芮巡）

15

“凤还巢”
计划
创业县市行走进夏县
运城晚报讯（记者 祁克宁）7 月 19 日，运城市
“凤还巢”计划创业县市行活动创业服务夏县行暨全
市扶贫送岗位夏季人力资源招聘大会，在夏县莲湖
公园广场举办。9 个优秀创业项目持有人、60 多家
优势企业，以及夏县 11 个乡镇的农民、建档立卡贫
困户、大中专毕业生等 2000 多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夏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因空心
挂面”、绿色模块建房“未来墅”、帮助农村妇女增收
致富的嫘祖故里“御香艺”香包等 9 个优秀创业项目
进行了路演，项目持有人讲述了他们的创业梦想和
奋斗历程、展示了项目成果、表达了合作意愿，受到
好评，现场咨询、洽谈气氛热烈。来自上海、江苏、山
东、安徽等省（市）和我市的 60 多家招聘单位，提供
就业岗位 1100 多个。活动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
服务点，为现场群众免费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前培
训咨询、实名制求职登记等服务。
据统计，本次活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67 个，发
放劳动保障政策宣传资料 1800 余份，接待咨询群众
2012 人，为 1308 人进行了求职登记，688 人达成就
业意向。

运城市中心血站
采供血动态
7 月 16 日～7 月 22 日
献血地址

运城市 2019 年度山西省文明校园拟推荐名单公示
根据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关于
申报 2019 年度山西省文明校园》的
通知精神，运城市 2019 年度山西省
文明校园推荐工作按照自我检查、
自愿申报、逐级推荐、复查审核、择
优评选的程序，经综合考核评定，拟

推荐运城市海仓学校等 44 所学校
申报 2019 年度山西省文明校园和
创建省文明校园先进学校。现将名
单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公示时间为 7 月 23 日至 29 日，
公众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市

一、
“山西省文明校园”推荐名单
1. 运城市海仓学校
2. 盐湖区魏风小学
3. 盐湖区实验小学
4. 永济市银杏小学
5. 万荣县北解实验小学
6. 平陆县圣人涧小学
7. 芮城县南街小学
8. 盐湖区北城初级中学
9. 闻喜县第二中学
10. 河津中学
11. 夏县中学
12. 垣曲中学
13. 平陆中学
14. 芮城县风陵渡中学
15. 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

16. 河津市实验小学
17. 绛县古绛镇城内小学
18. 绛县第二实验小学
19. 垣曲县七一小学
20. 夏县第二示范小学
21. 运城市东康中学
22. 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23. 新绛县北张中学
24. 闻喜县实验中学
25. 垣曲县移民初中
26. 平陆县直初中
27. 芮城县第四中学
28. 稷山县稷山中学
二、
“ 创建省文明校园先进学
校”推荐名单

委宣传部反映意见。
电话：
2665080
邮箱：ycswcnr2665080@163.
com。
中共运城市委宣传部
2019 年 7 月 23 日
1. 运城市师范附属小学
2. 运城市东郊逸夫小学
3. 新绛县西街实验小学北校
4. 绛县第一实验小学校
5. 垣曲县新建小学
6. 夏县新建路小学
7. 芮城县七一示范小学
8. 盐湖区城西示范学校
9. 永济市城北初级中学校
10. 河津市柴家初级中学
11. 万荣县实验初级中学
12. 稷山县稷王中学
13. 闻喜县实验二中学校
14. 平陆县实验中学
15. 芮城县陌南中学
16. 临猗县临猗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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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人数 献血量（毫升）

南风广场献血屋

149

55400

中心汽车站献血屋

39

15200

购物中心献血屋

53

20800

中心医院献血车

137

52600

流动采血车

682

264600

合计

1060

408600

红细胞（单位）

血浆（升） 冷沉淀（单位）

1800

库
数量
存
状况

94.2

94

A（单位） B（单位）O（单位） AB（单位）
780

717

340

370

良好

良好

短缺

偏少

注：库存数据为 7 月 23 日零时，每单位为 200 毫升。

◆运城市中心血站
地址：
工农西街 271 号
◆南风广场献血屋
◆购物中心献血屋
◆中心汽车站献血屋
◆团体献血预约
◆运城稀有血型

电话：
2160032
电话：
6362553
电话：
2063600
电话：
2165598
电话：
2126622
QQ 群：
286544637

献血 赠送生命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