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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领袖嘱托 扛起时代使命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
（四）加快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

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
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
争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努力闯出一条
北方生态脆弱地区绿色发展新路子。强化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全面落实“三区
三线”“三线一单”。完善资源总量管理、科
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制度体系。健
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行排污权、用
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
GEEP核算体系，完善绿色发展法律和政策
保障。强化系统监管和全过程监管，坚决
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同志们，表里山河，得之天成、享之不
觉、失之难复。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环境，用绿色
扮靓三晋大地，唱响新时代“山西好风光”！

九、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
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要深入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严的主基
调不动摇，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
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贯通
联动、一体落实，全面建设清廉山西，引领
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一）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胸怀“两个大局”、心
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两个维护”落实到
具体工作中、体现到一言一行上。深入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批示指示工作机制，做精做准做实政治监
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山西落地生
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

“五个必须”，杜绝“七个有之”，坚决同一切
错误言行作斗争，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老实人。

（二）深化思想理论武装。坚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落实好“第一议题”制
度，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及时跟进学、
联系实际学，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不
断提高全省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政治素
养、精神境界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巩固
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从党的辉煌成就、
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进一步
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三）打造一支过硬干部队伍。坚持新
时代好干部标准，进一步树立正确选人用
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唯票、
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让愿担当肯
干事的人有平台、让敢担当会干事的人有
舞台、让能担当善成事的人有奖台，决不让
老实人吃亏、决不让担当者失落、决不让奉
献者心寒。完善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
态化长效化机制，统筹使用好各年龄段干
部、女干部、党外干部。认真做好离退休干
部工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与约
束并重，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旗帜鲜
明为改革者鼓劲、为实干者撑腰、为负责者
负责。坚持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
来的，完善从严管理制度体系。实施干部
专业化能力提升计划，推动党员干部加强
理论学习、完善知识体系、强化实践历练，
锻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宽肩膀、铁肩膀。

（四）大力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人才流
失是山西之痛。要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落实党管人才原则，深化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根据需要和实际向
用人主体充分授权，积极为人才松绑，建立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
体系。深化省校合作，建设“12 大基地”，
提升转型综改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等作
用，打造创新人才集聚平台。实实在在帮

助解决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等问题，让人才
进得来、留得住。统筹推进各方面人才队
伍建设，着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科技领
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哲学社会
科学人才等各领域人才，为全省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
基本，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做实基
层，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优化提升、村级
集体经济壮大提质“两个行动”，用乡镇（街
道）事业编招聘大学生到村（社区）工作，坚
持和完善向重点乡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制度，实施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
训计划。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党
建引领网格管理，推进党群服务中心体系
功能建设，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化水平，健
全驻区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
为群众服务长效机制。统筹抓好国企、机
关、事业单位党建工作，做好发展党员和党
员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工作，努力把每个
基层党组织都建成坚强战斗堡垒。

（六）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坚持“三不”一体推进方针方略，不
断增强治理腐败效能。加大惩治腐败力
度，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重点查处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严
肃查处国有企业、地方金融、能源资源、政
法系统、供销系统等领域腐败问题，严肃查
处粮食购销、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工程
建设中的腐败问题，严肃查处“雅贿”“影子
股东”等隐性腐败、新型腐败行为，持续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加大重点领
域不能腐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改革力度，
推动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促进治理相贯通，有针对性地补齐制度短
板。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开展理想信
念、党纪国法和案例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锲而不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纠“四风”、树新风并
举的长效机制，巩固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成

果。发挥党内监督的政治引领作用，促进
各类监督贯通融合，突出加强对“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的监督。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
针，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十二届省委巡视全
覆盖，推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左右衔接、
一体贯通。

同志们，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
成为山西最鲜明的主题、最激扬的旋律。
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进行这样一场壮
阔实践，必须拿出三晋儿女最饱满的精神
风貌和最高昂的奋进姿态。要坚持解放思
想的理论品格，以敢想敢干的志气、敢破敢
立的锐气、敢打敢拼的胆气，破除一切制约
高质量发展的观念壁垒、制度障碍、路径依
赖，用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作风的大转变、
本领的大提升。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作决策抓工作都要遵循客观规律，一切
从山西实际出发，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
题，求新求变但不好高骛远，紧追紧赶但不
急于求成，有定力、有耐心，一步一个脚印
蹚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坚持真抓实干的
优良传统，继承当年老八路革命加拼命的
劲头，扑下身子干、挺起脊梁扛，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
勇争先、建功立业。坚持久久为功的价值
追求，大力弘扬右玉精神，咬定目标、狠抓
落实，用恒心和韧劲，把山西高质量发展一
任一任干下去，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
有我！

同志们，站在山西这块古老厚重的沃
土上，因为有着壮美的山河、灿烂的文化、
红色的基因，我们无比自豪、无比自信！站
在山西这块活力四射的热土上，因为有着
领袖的嘱托、人民的期盼、时代的召唤，我
们永远自励、永远自强！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山西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上接07版）

食堂开在家门口

味道可口接地气 年底开至20家

平价享受“四星级”

中午 12点，面积 700多平
米的南官坊社区食堂已座无
虚席。老年人、放学的孩子、
附近的“白领”……

这里由四星级的三晋国
际饭店提供餐饮服务，虽说是
食堂，但环境、菜品、服务品质
与酒店一般精致。大厅宽敞
优雅，进门处有洗手池。拿起
托盘顺着明档点餐，两元的凉
菜来一份，步入热菜区，麻婆
豆腐 5元、干锅菜花 5元、红烧
带鱼 12 元……身穿西装的服
务人员，将餐品放上小秤，称
好后放入居民的托盘。“每份
菜品 3两，用秤公平又透明，大
家吃得放心又安心！”主食区，
蒸红薯、猪肉包、全麦小馒头、

羊肉汤等琳琅满目。点完餐，
根据菜品数量结账，丰俭由
人，人均消费 15元到 20元。

“花钱不多，就能享受到四
星级酒店的环境和餐饮，太幸
福了！”74岁的李英明老人点了
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份米饭
和一份豆浆，共 8 元。旁边的

“白领”李乔说：“我们单位楼上
也有食堂，餐标类似，但口感和
这里比差远了！”最近一个月，
她每天和同事来这里用餐。“在
优美的环境享受一顿美味，下
午才有精神好好工作，很治
愈！”李乔和同事开玩笑说。

虽然开放才一个月，但这
里每天客流量达 400 人，受到
周边居民的喜爱。

在社区食堂感受“家味道”
11月1日清晨，室外寒风冷冽，但一走入新南二社区食堂，食物热气腾腾的香味扑

鼻而来，让人感受到舒适和熨帖。明档里，热乎乎的羊汤、浓稠的粥品、精致的玉米窝
窝、香喷喷的包子任君选择。邻里边聊边吃，胃得到满足的同时，心灵也得到极大的抚
慰。当天，记者前往迎泽区的几家社区食堂，感受这里的“家味道”。

新南二社区食堂位于桃园南
路，小清新的装修风格打破了人们
对食堂的定义。上午 8 点半，学生
和上班族就餐高峰期刚刚过去，就
餐居民以老年人居多。

透过落地大窗看着街景，83 岁
的权步高老人惬意地享用着美味的
馄饨。“从家走过来只需要几分钟，
吃完早餐溜达回家正好消消食，这
个距离刚刚好！”权奶奶是独居老
人，平时，她一个人做饭单调又繁
琐。社区食堂于 9 月 30 日开业后，
她便时常来这里解决早饭、午饭。
当天，权奶奶还带了从兰州远道而
来探亲的妹妹来体验。“太原有这样
的社区食堂可真好！”对姐姐家门口
开的这家社区食堂，妹妹赞不绝口。

新南二社区食堂面积 482 平方
米，除了就餐大厅，还有几个小包间
可供用餐。60岁的李叔叔吃完早餐
后，拿出一本《投资学》边看边摘
抄。“这儿环境多好，吃完饭看看书
也不错！”

“附近的中学生吃完午餐后，经
常就坐在这里看书、写作业，我们还
给孩子们提供热水。”社区食堂负责
人介绍说。

中午 11点多，起凤街社区食堂
的工作人员已备好凉拌土豆丝、菜
花炒肉、炒西葫芦等菜肴。透过玻
璃窗，可以看到后厨的面案大姐正
在做小揪片。

“我要一份米饭套餐！”78岁的
刘宗民老人要了一份套餐。套餐包
括菜花炒肉、炒西葫芦、米饭和蛋
汤，只需 8元钱。很快，服务员将套
餐端上桌，老人吃得津津有味。“我
的午饭和晚餐都在这里解决，这儿

的饭味道清淡、营养可口，就和家
里吃的一样，特别适合我们老年
人！”

过了 11点半，吃饭的人越来越
多，尤以老年人为主。对外售价 16
元的米饭或者面套餐，60岁以上的
老人只需要花 8 元就能吃饱吃好。
这时，94 岁的乔桂珍奶奶进来了，
她是社区食堂的常客。对她这样
90岁以上的老人，一顿家常手工小
揪片套餐只需 4元便可解决。

迎泽区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郑刚介绍，今年 5月 8日，该
区在起凤街社区开放了全市
首家社区食堂。到现在，该区
共有 8家社区食堂投入运营。

这些社区食堂开在居民
区，方便老年人、未成年人和
上班族。装修清新美观，环境
清洁卫生，并要求明厨亮灶。
餐品均为小灶炒制，没有传统
食堂的“油腻”，口感更加新

鲜和美味。社区食堂对特困、
独居、孤寡、高龄、失独老人
有力度很大的就餐优惠，惠及
特殊群体，是实实在在的“民
心工程”，受到居民的热烈欢
迎。

到年底前，迎泽区共将建
成 20家社区食堂，使更多人享
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记者 侯慧琴
王 勇 文/摄

南官坊社区食堂内，居民正在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