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 月 17 日，春节前夕，宁武县长王卓走访
慰问部分困难群众、下岗职工和退休老干部，为他们送
去米、面、油等慰问品和慰问金，送去深切的关怀和深情
的祝福。 县人民法院院长徐飞，县政府办主任李文斌一
同走访慰问。

王卓先后到困难群众赵三娃、李怀仁、邵付拴家中，
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生产生活
情况以及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勉励他们要转变观
念、树立信心，通过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 ，过上幸福生
活。

在下岗职工刘金凤家中，王卓鼓励她要乐观面对生
活、克服当前困难，并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帮助下岗职
工积极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退休老干部王贵征家中， 王卓与他亲切交谈，感
谢他为宁武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希望他能够继续发挥
余热，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侯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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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春佳节临近，许多民生保
障部门的干部职工还坚守在工作一线。 1
月 20 日上午，宁武县委书记任宁虎、县长
王卓等县四套班子领导组成走访慰问团，
先后来到县供热、交警、供水、敬老院、武
警、环卫、供电、武装部等民生保障部门，
向忙碌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送上节日的祝
福和问候， 对大家一年来为服务群众民
生、助力宁武发展作出的辛勤奉献表示衷
心感谢，同时希望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贴百姓需求，
坚守本职岗位，全力保障春节各项民生工
作有序运行，让人民群众欢乐、祥和、平安
过节。

在焱安热力有限公司和广厦热力有
限公司，任宁虎、王卓一行详细了解了供
热设备运行、环保设备改造、城区日常供
暖和春节期间供暖等情况，叮嘱负责人要
认真做好原煤储备、设备检修工作，科学
调度、合理安排、尽职尽责，把温暖送到千
家万户。

在新汽车站，任宁虎、王卓一行查看
了进站大厅、乘客候车室客流情况，对三
品检查、安全例检、客车出站检查等相关
情况进行了解，强调要以安全出行为工作重心，合理发
班，严格各项安全检查工作，确保春运工作安全有序。

在交警大队春运执勤点，任宁虎、王卓一行了解了
春运安保警力部署、动态巡防等情况，希望他们以最负
责的工作态度、最扎实的工作措施 ，切实保安全 、保畅
通、保服务，让人民群众平安回家。

在供水公司杨庄水厂，任宁虎、王卓一行详细询问
了春节期间自来水公司设备运行、应急处置、抢修维护、
应急值守等情况，希望水厂加强管理、科学调度，严格制
度措施，加强值班值守，保证供水设施和设备安全正常
运转，确保节日供水安全通畅。

在敬老院新公寓，任宁虎、王卓一行走进老人居住
的房间，与老人们亲切交流，了解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健
康状况，并祝大家健康长寿、新春快乐。 听到老人们说
“住得暖和、伙食挺好”，任宁虎、王卓非常欣慰，嘱咐敬
老院负责人要尽职尽责照顾好老人们的生活起居。

在武警中队，任宁虎、王卓一行听取了中队执勤、备
勤情况，希望中队官兵牢记职责使命，锤炼过硬本领，在
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投身到宁武经济社会建设中
来，为宁武的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在消防大队，任宁虎、王卓一行看望了正在备勤的
消防救援队伍，希望消防大队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着力
抓好部队建设，完善应急机制，再接再厉，全力支持好、
守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慰问环卫队时，任宁虎、王卓一行为广大环卫工人
改善城市环境卫生、建设文明和谐宜居的美丽家园做出
的贡献表示肯定，希望他们继续发扬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精神，为创造整洁美观的市容市貌再作贡献，让宁
武变得更加美丽宜居。

在国网宁武县供电公司，任宁虎、王卓一行查看了
调度室中心大屏幕上各条电力线路运行、实时用电负荷
等情况，希望供电公司继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实施部
署园区电力线路，扎实做好春节期间的安全检查、值班
等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和电力有序供应。

在人武部，任宁虎、王卓一行对驻地部队一直以来
在维护地方稳定、服务县域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希望驻地部队能够继续坚持吃苦耐劳、扎实肯干的
优良传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
发展， 同时做好征兵工作， 为军地共同发展再立新功。

（刘强）

本报讯 1 月 15 日， 宁武县乡
（镇）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
述职评议会召开，县委书记任宁虎主
持会议并讲话， 县长王卓等县领导，
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王智宏出
席会议。 县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其他
副处以上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
副书记、组织委员，居民办事处主任，
县直各工委书记，县直单位党委（党
组）书记，部分企业及条管单位负责
人，部分“两代表一委员”、部分农村
党支部书记、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共计
24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各乡（镇）党委书记就抓基
层党建工作依次进行述职 。 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贾建宁对各
乡（镇）党委书记的党建述职进行逐
一点评，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具体要
求。 与会人员对 14 个乡（镇）党委书
记、8 大工委书记进行现场测评，对县
直单位党委（党组）书记进行民主测
评。

王智宏指出，宁武县述职评议会
严肃认真，既发现了问题，又明确了
方向，县委领导高度重视，四项举措

贯彻始终，主题教育成效明显，把学
与做、查与改结合起来，坚持三个摆
进去。 强化理论武装，不断增强基层
组织政治功能， 县委带头讲党课、重
品行、做表率，对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中央、省委、市委重大会议精神进
行传达学习贯彻， 注重基层实效，持
续强化基层建设。 他就宁武县下一步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
是强化政治功能，切实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作用。 二是坚持改革创新，有
效激发基层工作行动力。 三是落实党
委主体责任，从严抓好工作。

任宁虎指出，从述职和平时掌握
的情况看，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
各党（工）委书记对基层党建工作高
度重视，能认真履行抓基层党建工作
第一责任人职责，自觉将抓基层党建
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省委市委总体部署和县委具体要
求结合起来，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丰硕；二是基层干事创业活力有效激
发； 三是基层组织政治功能不断增
强；四是基层投入持续加大；五是基

本能力逐步提升。
任宁虎强调， 在下一步工作中，

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质、不抓
党建是失职、 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
的政治理念，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和县委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
决策部署， 对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
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及时整改
到位。 他就做好今年党建工作提出三
点意见：一、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基层
党建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强化理论武装，巩固深化主题
教育成果。 二、突出重点工作，全面深
化“三基建设”。 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
层党建工作；要加快推进整村搬迁和
“并村简干”工作；要持续整顿基层软
弱涣散党组织；要持续推动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 三、强化组织领导，确保
党建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强化责任
抓党建、创新举措抓党建、注重实效
抓党建，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
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王晓芳 曹青燕）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在春
节来临之际，1 月 17 日， 宁武县委书
记任宁虎来到凤凰镇和阳方口镇，走
访慰问了部分老干部、 困难党员、退
役军人、困难职工、残疾人家庭，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给他们，确保
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衷心祝愿他们新春愉快、 阖家幸福。
县人大副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冀海
亮以及县民政局、老干局、总工会、残
联的有关负责人参加慰问。

在老干部郝海玉家中，任宁虎与
他亲切交谈，感谢他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并认真听取了他对
经济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他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的

工作，多建言献策，以更好地推动宁
武各项事业向前迈进。

在困难党员杨玉翠 、 韩玉祥家
中，任宁虎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做出
的贡献，希望他们以后继续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员无私奉献精
神，关注和支持宁武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

在退役军人侯海亮家中，任宁虎
说， 退役军人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
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党和政
府永远不会忘记。 希望退伍军人能继
续保持军人本色， 始终做维护和谐、
促进发展的骨干力量，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在积极投身新时代改革、发
展、稳定的实践中切实发挥力量。

在困难职工弓丽萍等家中，任宁
虎与他们亲切交谈， 询问他们的身

体、生活情况，了解家庭困难情况以
及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鼓励他们
要树立发展信心， 乐观面对生活，尽
快走出困境。 同时嘱咐随行人员要把
困难职工的冷暖放在心上，在看病治
疗、教育帮扶等方面尽最大努力帮助
他们排忧解难，切实保障好困难职工
的生活。

随后，任宁虎还来到困难群众赵
靖与残疾人周艮连、 王贵存家中，与
他们拉起家常、说起家事，并嘱咐随
行人员要密切关注困难群众和残疾
人的生活，及时了解解决困难群众和
残疾人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赵靖
和周艮连很感动，表示感谢党和政府
的关心与帮助。

（吴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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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宁虎节前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1 月 15 日，宁武县“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会召
开， 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 1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
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1 月 10 日
省委楼阳生书记、市委李俊明书记在
全省、全市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
话精神， 回顾总结全县主题教育工
作， 进一步准确把握中央精神和省
委、市委要求，全面巩固和深化主题
教育成果。

县委书记任宁虎出席会议并讲
话， 县长王卓等县领导出席会议，市
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市委主题
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王利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
部长贾建宁主持会议。 县四套班子其
他领导及副处以上领导，县委“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成员、内设机构组长、副组长、指导组
组长、副组长，各乡（镇）党委书记、居
民办事处主任，县直各部、委、局、室，
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条管
单位及省、市驻宁单位负责人，县驻
村工作队队长、 部分贫困村第一书
记、部分农村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任宁虎指出，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中央加强新
时代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部署。 2019
年 9 月全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 县委高度重视，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在市委主题教育
第一巡回指导组的悉心指导下，动员
全县上下牢牢把握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
主线，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深刻理解把握，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的能力不断提高。

任宁虎指出， 通过主题教育，全
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在学习教
育、检视问题中悟初心、找差距，在调
查研究、整改落实中勇作为、担使命，
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把查和改贯通起
来，边学边研，边查边改，以研督查，
以查促改， 经历了一次思想政治、理
想信念、工作作风、廉政勤政、品德境
界的全方位政治洗礼。 坚定理想信
念，共产党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思想和行动自觉不断增强，践行忠诚
干净担当使命， 直面矛盾苦干实干、
开拓进取的担当精神不断提升。 人民
立场更加坚定，推动民生发展为民谋
利、为民尽责成效不断显现，清正廉
洁更加坚固，广大党员干部坚守精神
高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境界不断
升华。

任宁虎强调 ， 一要坚定政治站
位，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四位一体推进主题教育。 坚

持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彻始终。 二
要突出结果导向，理论武装、干事创
业、为民服务、清正廉洁不断取得新
成效。 三要落实长效机制，突出两大
课题，让初心使命扎根广大党员干部
内心深处。

王利民在讲话中指出，自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宁武县委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加
强领导、精心组织、突出重点、稳步推
进、贯彻始终，努力做到两手抓、两促
进，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
和政治觉悟。 宁武县委主题教育总结
客观、实事求是，各级领导政治站位
高、思想认识深、工作力度大，主要领
导从始至终把开展主题教育紧紧抓
在手中，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
点工作贯彻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永远在路上，集中性主
题教育阶段结束，经常性主题教育刚
刚开始，要把制度建设作为巩固拓展
成果的战略重点， 努力建立系统完
备、务实管用的制度体制，形成长效
机制，着力推动宁武主题教育成果向
广度和深度拓展。

（王晓芳 曹青燕）

宁武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召开

宁武县乡（镇）党（工）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