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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祁克宁）
11月26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队六分队在盐湖区开展
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行动，对城
区内施工工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进行检查。

根据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
导组办公室11月23日发布的《应
对重度污染天气调度令 2021-
2022年秋冬季（3号）调度令》，中
心城区的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
区和工业园区应停止使用国二及

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
检查中，执法队六分队针对

正在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的
和排放不达标的项目工地，现场
下达执法协查通知单，并对违规
车辆进行查处。

该执法队六分队执法人员杨
关华表示，他们将严格按照上级
有关调度令要求，以更大的决心、
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直面问
题、攻坚克难，坚决打赢“秋冬防”
攻坚战。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六分队

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行动

运城晚报讯（记者 祁克宁）
11月22日，永济市召开会议安排
部署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
化精准治污，加强扬尘污染治理，
加大主次干道、人行道和背街小
巷清扫、清洗力度，完善落实垃圾
入箱和门前“三包”等工作机制，
不断提高污染治理的针对性、科
学性；要强化依法治污，聚焦重点
领域，依法从严处罚偷排漏排企
业，同时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
坚决不搞“一刀切”停产、限产；相
关部门要坚持“管发展必须管环
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
须管环保”的原则，认真抓好本部

门、本单位、本系统的环保工作；
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环保工作的
执纪监督，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
责，倒逼环保责任落实。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
刻领会、准确把握会议精神，充
分认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
性，全力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战。要突出问题导向
抓落实，针对存在的问题深入剖
析，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
限，推进问题整改快落实、快见
效。要盯紧关键环节抓落实，真
正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
境建设好，坚决打一场生态环保
翻身仗。

永济安排部署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
婷）11 月 24 日，驻盐湖区市
人大代表第二活动小组10余
人，赴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调研座谈，重点关注运城经
开区的项目建设进度，督导
人大建议的完成情况。

当天，调研组前往大运
新能源汽车厂区、山西北铜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和
香格里拉绿谷小区东侧道路
建设现场，了解项目建设情
况。随后，在座谈会上，运城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向调研组
介绍了开发区的发展情况和
人大建议办理情况，同时对
开发区的道路建设规划和在
建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

市 人 大 代 表 李 凡 狮 表
示，在道路建设方面，建议开
发区管委会做好长期规划建
设；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
升服务质量，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加强制度建
设、完善基础设施，让群众有
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

驻盐湖区市人大代表第二活动小组

赴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

“蒲景苑”周末百姓剧场
自11月23日启动以来，已经
演出近10场。高水准的演出
积聚了强大人气，群众反响
强烈、看戏热情空前，演出场
场爆满。

免费请老百姓看戏，“蒲
景苑”周末百姓剧场近几天
已经走红全城。演出包括

《杨门女将》《窦娥冤》《山村
母亲》《枣儿谣》《王宝钏》等
优秀剧目，以及蒲剧电影《山
村母亲》《窦娥冤》。我市戏

剧界的名角、新秀，轮番登
场，一部部常演不息的经典
好剧纷纷在舞台上开演，“蒲
景苑”周末百姓剧场犹如甘
霖普降。大家纷纷点赞，好
评如潮。

“这几天，每天演出两
场。我都会早早在门口等
候。”市民王女士说，由于疫
情防控需要，剧场限制现场
观众人数，来晚了就进不去
了。

“ 现 场 看 戏 效 果 就 是

好！很感谢能有机会，走进
剧场观看演出，让我们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
文化盛宴和艺术大餐。”市民
范凤菊说，她身边有好些朋
友也通过直播观看了周末百
姓剧场演出。

出于疫情防控考虑，“蒲
景苑”周末百姓剧场还通过
网络进行现场直播。据统
计，平均每场点击量超过 10
万人次。

记者 陶登肖

“蒲景苑”周末百姓剧场
俘获众多戏迷的心

运城晚报讯（记者 祁克宁）
11月25日，绛县召开“秋冬防”扬
尘治理及工业企业管控工作安排
部署会议。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明确职责，进一步增
强打赢“秋冬防”攻坚战工作责任
感。住建部门要抓好建成区建筑
工地“六个百分之百”落实，责任
到人，严格审核，验收一家、开工
一家，建立长效机制。增加建成
区道路机扫频次，紧盯主要路段
和区域。工信部门要落实好全县

42家错峰停产企业执行情况，确
保错峰停产工作到位。生态环境
部门要对执行不到位的企业加大
处罚力度，对“秋冬防”期间不执
行减排措施的企业严查重处，全
力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

会议强调，要创新宣传机制，
积极探索住建、环保和新闻媒体
等多部门联合普法工作机制，大
力普及环保法律法规，提高全民
的环保法律意识，进一步扩大宣
传范围，切实形成家喻户晓、全民
共同参与的环境保护工作格局。

绛县召开“秋冬防”扬尘治理
及工业企业管控工作推进会

运城晚报讯 连日来，芮城
县多措并举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行动。

认清形势，巩固成果，切实增
强打赢“秋冬防”攻坚战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
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要求，
坚决把大气污染防治各项管控措
施落实到位，不折不扣完成好各
项指标任务；紧盯问题，综合施
策，持续加大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力度。要牢固树立“交账”
意识，坚持最严标准，最大强度降

低燃煤污染；坚持多措并举，最大
广度管控面源污染；坚持科学治
污，最大程度降低重污染天气影
响；动真碰硬，铁腕治污，全力推
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
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紧盯
目标任务，牢牢掌握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主动权；各相关部门要
按职责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成立联合督察组，以强有力的追
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李进 杨兴）

芮城县多举措
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
凯华）“村民的冬季取暖情况
怎么样？目前在建的农业产
业有没有政策上的疑问？设
施蔬菜大棚还需要哪些技术
上的支持……”11 月 26 日，
市农业农村局调研组 20 人，
深入平陆县张村镇关家窝、
太阳渡、涧北3个该局的乡村
振兴帮扶村，详细了解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衔接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首先与关家
窝、太阳渡、涧北 3 个村“两
委”班子进行座谈交流，向干
部群众们传达了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并从全会的
重要意义、重要成果、重要内

容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宣讲，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基
层党员学习理解。随后，调
研组认真听取了各村乡村振
兴工作情况汇报，详细询问
了各村乡村振兴产业的发展
情况和建设规划，了解各村
乡村振兴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

走访中，调研组实地查看
了村中道路硬化、危房改造、
农业产业等项目，并入户核对
帮扶脱贫户的家庭基本情
况。工作人员与脱贫户面对
面沟通，了解其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并耐心细致地宣讲党和
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好政策，提高脱贫群众对政策
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当天，调研组还通过“以
买代帮”的方式，开展消费帮
扶行动，并发动全体干部职
工参与，帮助脱贫户排忧解
难。在驻村干部的提前联系
下，关家窝、太阳渡、涧北3个
村村民带来的 1000 多公斤
土特产被“一扫而空”。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局将在帮扶村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精
准落实好各项帮扶工作任
务，推动实现“输血式”帮扶
向“造血式”帮扶转变，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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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

深入帮扶村 用实际行动服务“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