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     汾     市

公 报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６年临汾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陈焕成（２７）
!!!!!!!

关于２０１６年临汾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 （３２）
!!!!!

关于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 （３３）
!!!!!!!!!!!!!!!!!!!!!!

关于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意见（草案）的说明 苏文龙（３７）
!!!!!!!!!!!!!!

关于提请任免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人员职务的议案 （３９）
!!!!!!!!!!!!!!!!!

关于提请任免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人员职务议案的说明 王振宇（３９）
!!!!!!!!!!!!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提请任免周太生等同志审判职务的议案 （４０）
!!!!!!!!!!!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提请任免周太生等同志审判职务议案的说明 邵有田（４１）
!!!!!!

关于接受翟瑞卿辞去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４３）
!!!!!!!!!!!!

关于决定周太生为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的议案 （４３）
!!!!!!!!!!!!!!!!!

关于决定周太生为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议案的说明 乔建军（４４）
!!!!!!!!!!!!

关于周太生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的决定 （４４）
!!!!!!!!!!!!!!!!!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任免职表决办法 （４５）
!!!!!!!!!

供职发言 周太生（４６）
!!!!!!!!!!!!!!!!!!!!!!!!!!!!!!!!

供职发言 李晋平（４８）
!!!!!!!!!!!!!!!!!!!!!!!!!!!!!!!!

供职发言 吴　勇（５０）
!!!!!!!!!!!!!!!!!!!!!!!!!!!!!!!!

供职发言 刘爱萍（５２）
!!!!!!!!!!!!!!!!!!!!!!!!!!!!!!!!

供职发言 巨志红（５４）
!!!!!!!!!!!!!!!!!!!!!!!!!!!!!!!!



临汾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纪要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在市人大培训

中心举行，会期两天，应出席会议的常委会组成

人员４１人，实际出席３８人。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乔建军，副主任杨治平、王金珍、张庚博、任天

顺、王国平、冯建宁、张学伟，秘书长苏文龙及马

长江、王栋、王渊、王启太、王阿家、王建明、毛婉

英、田卫东、史元魁、仝天峰、权建军、权哲辉、延

保全、任跟心、刘智勇、齐安林、孙智英、李小拽、

李龙飞、吴晋龙、张吉平、张应钦、张春龙、武兰

萍、段金中、贾爱芹、董跃明、樊奋强、薛鹏寿等

２９名委员出席了会议。委员杨玉果、郭刚、武

卫东等３人因事因病请假，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王振宇，

市政府副市长闫建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邵有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苑涛；市政府办公

厅、市环保局、市旅发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市审计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市人大法制委员

会组成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各机构副职、办公室

主任；１７个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

任；省人大代表秦峰、单保明，市人大代表王懿、

刘林翠、许燕新、范忠义、郝双林、赵峰峰、郭亚

翠、高向阳等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程是：审议《临汾市燃煤污

染防治规定（草案）》；审议《临汾市旅游资源保

护和开发办法（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燃煤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听

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

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市本级财政

决算及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临汾市

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的报

告；审议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草案）；人

事任免职事项及其他。

８月２４日上午８∶３０，大会开始前，王国平

副主任主持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讲

坛”，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７月２６日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市委讲师团副团长常凤鸣作专题讲座，常委

会组成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各机构副职、办公室

主任，１７个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

部分省市人代表一同聆听了讲座，之后市人大

常委会乔建军主任作了重要讲话。

１０∶００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冯建

宁副主任主持。会议首先通过了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接着，依次听取市政府

副市长闫建国所作的市政府关于推进燃煤污染

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

委员张应钦所作的关于《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

规定（草案）》、《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

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进行分组会议，审议市

政府关于推进燃煤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草案）》及审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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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报告、《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

（草案）》及审议结果的报告等。

下午１５∶００继续召开分组会议，审议法规

草案及有关报告。

下午１６∶００举行联组会议，由张学伟副主

任主持。会议集中审议分组会议审议的法规草

案及有关报告。各小组召集人、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董跃明、薛鹏寿、张春龙，洪洞县人大副主

任李东旗，市人大代表高向阳分别代表本组进

行了审议发言。

联组会议后召开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会议，

根据联组会议的审议意见，对法规草案进行修

改，向主任会议提交审议情况的报告。

８月２５日上午８∶３０，杨治平副主任主持召

开人事事项情况通报会，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竞同志就有关人事任免职情况进行了通报。

情况通报会后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杨

治平副主任主持。会议依次听取市发改委主任

吉守斌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情况的报告，市财政局局长

牛少白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及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市审

计局局长陈焕成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临汾市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苏文龙所作的关于进一步

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草案）的说明，市

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王振宇所作的市人

民政府关于人事任免职议案的说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邵有田所作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关

于人事任免职议案的说明，工作人员宣读辞呈，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乔建军作的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关于决定周太生为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

院长议案的说明，拟任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

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进行分组会议，审议市

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草案），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６

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及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临汾

市本级２０１６年度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市

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临汾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６年临汾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草案），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

（草案）及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决

定周太生为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的议案及

说明、关于接受翟瑞卿辞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关于周太生为市中

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的决定（草案），任免职表

决办法（草案）、市政府关于人事任免职的议案

及说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任免职的议

案及说明、供职发言等。

下午１５∶００举行联组会议，由王金珍副主

任主持。会议集中审议分组会议审议的各项事

项。各小组召集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董跃明、

薛鹏寿、张春龙，洪洞县人大副主任李东旗，省

人大代表秦峰分别代表本组进行了审议发言。

之后，召开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第三次

全体会议的表决事项。

第三次全体会议由张庚博副主任主持。会

议首先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应

钦对两个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之后会议

依次表决通过了《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

（草案）》、《临汾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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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临汾市本级２０１６年

度财政决算的决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６年

临汾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

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表决通过本次会

议任免职表决办法后，根据市人民政府提请的

人事任免职议案，表决通过了市人民政府市长

提请任命的２人、免职的１人；根据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请的人事任免职议案，表决通过了市中

院院长提请任命的３人、免职的７人；之后，表

决通过了关于接受翟瑞卿辞去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关于周太生为市中级人

民法院代理院长的决定。会前，市人大常委会

对拟任命人员进行了法律考试，成绩均合格。

市人大常委会乔建军主任向新任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周太生、市教育局局长

李晋平、市规划局局长吴勇颁发任命书。

之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宪法

宣誓分两次进行，第一次由新任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周太生宣誓，第二次由新任

市教育局局长李晋平、市规划局局长吴勇宣誓。

宪法宣誓仪式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

监誓人为市人大常委会乔建军主任。宣誓仪式

气氛庄重，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宣誓人走到宣

誓台前，举起右拳，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进行庄严宣誓。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办法》和《山

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的有关规定，市

中级人民法院新任命的其他两名同志，由副院

长、代理院长领取了任命书，并于会后，由市中

级人民法院组织宪法宣誓仪式。

会议即将结束时，张庚博副主任受主任会

议委托，就本次会议作了讲话，在圆满完成各项

会议议程后，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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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燃煤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闫建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天，市人大召开常委会会议，审议《临汾

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草案）》，充分体现了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燃煤污染防治、打好

打胜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战，推动全市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去冬今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市大气环

境质量严重恶化，特别是ＳＯ２浓度明显偏高，并

多时段出现爆表情况，综合污染指数、ＰＭ２．５、

氮氧化物等多项指标同比均不降反升。１月１９

日，环保部对我市进行了约谈限批。为从根本

上扭转我市环保工作的被动局面，切实改善全

市生态环境质量，市委、市政府举全市之力实施

铁腕治污、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法治污、联动

治污、综合治污、产业治污、全民治污等“八个

治污”，大力推进工业企业深度治理、燃煤锅炉

整治、清洁取暖改造、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扬尘

污染治理、低空面源污染治理、水土污染防治、

环保基础设施能力建设等生态环境治理攻坚

“八大工程”。特别是针对我市燃煤污染突出

的问题，市政府组织开展了控硫治污攻坚行动，

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工作措施

为切实加强燃煤污染防治，市委、市政府多

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

进行研究，聘请专家问诊把脉，积极学习借鉴先

进治理经验，在多方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强力推进燃煤污染防治工

作。

一是大力实施清洁取暖改造工程。市政府

按照“一年攻坚推进、两年基本完成、三年扫尾

清零”的工作思路，提出用三年时间实现市区

１５５ｋｍ２规划区“无煤化”，市区周边１５００ｋｍ２

区域“清洁化”，１５００ｋｍ２以外区域“集约化”。

今年重点对“一城三区”２８个乡镇（街道）３４０

个村（社区）的 １５．２万户 ２８１６万 ｍ２进行改

造；其中，１５５ｋｍ２规划区内共涉及 １２３个村

（社区）５万余户１１８２万 ｍ２。为确保清洁取暖

改造顺利推进，市政府专门成立了领导组，研究

制定了《“一城三区”清洁取暖工程的指导意

见》，出台了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的具体

优惠补贴政策，全力组织实施。截至目前，“一

城三区”已完成清洁取暖改造６８５万 ｍ２，正在

实施的有１８６５．５万 ｍ２；其中，１５５ｋｍ２规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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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已 完 成 ３３０ 万 ｍ２，正 在 实 施 的 有

８２６．１万ｍ２，预计９月底可全部完成。

二是强力开展燃煤锅炉整治。以市区

１５５ｋｍ２规划区、“一城三区”重点区域和其他县

市建成区为重点，全面实施燃煤锅炉淘汰和升

级改造。截至目前，全市 ４４０３台行政事业单

位、营业性和供热燃煤锅炉中，已整治完成

４２９６台；１５５ｋｍ２规划区实现“清零”；其余周边

重点区域及其它县（市）建成区的１０７台正在

实施改造，１０月底前完成整治任务。

三是持续推进散煤专项治理。为最大限度

减少散煤燃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市政府组织工

商、煤炭、公安、环保、质监、交警支队等部门，持

续组织开展散煤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强化煤炭

销售源头管控，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劣质煤劣质

焦行为。今年以来，我们对市区１５５ｋｍ２以及

周边洪洞、襄汾５个乡镇的１１４个煤场进行了

全面排查，取缔不合格煤场８７个；对城中村、城

郊村存量散煤、劣质蜂窝煤进行全面清理，回收

散煤９万余吨。在市区主要出入口及平川县市

区交通干线设置环保安全检查站，严查拉运燃

煤、散煤、煤泥、矸石等高污染燃料的运输车辆，

目前已对９７起环境违法案件进行了立案查处，

拘留１０３人。

四是扎实开展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在推进

民用燃煤污染防治的同时，针对工业企业燃煤

污染问题，实施了总投资７０多亿元的工业企业

深度治理工程，对全市４２８家工业企业强制执

行特别排放标准，进行深度治理。对焦化钢铁

企业治理设施实行提档升级，全面完善无组织

排放以及其它排污节点收集治理措施；对其他

涉气企业实行高标治理，产尘物料堆场及装卸

传输过程实施全密闭。目前，已有６３家企业完

成治理任务正在组织验收，其中５家电力企业

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其余３６５家正在组

织实施，市政府将于９月下旬组织统一验收，对

治理无望的责令关停，进度缓慢的责令停产治

理，确保１０月底完成治理任务。“小散乱污”

整治方面，全市６０４家散乱污企业，除４８家停

产外，其余５５６家已全部取缔、关停、调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们在燃煤污染防治工作上投入了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是我市的环保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燃煤

污染防治的任务十分繁重，主要表现在：

一是环境质量形势依然严峻。经过全市上

下不懈努力，市区空气质量得到稳步改善，但改

善幅度还不够大，特别是因今年１、２月份空气

质量严重恶化，部分指标虽然环比下降，但同比

还是上升趋势。１至７月份，市区空气质量在

全省排名倒数第一，在全国３３８个重点城市中

排名倒数第四，六项监测指标中除一氧化碳同

比下降外，其余五项指标均同比上升。７月份，

市区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八，在全国３３８个

重点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九。六项监测指标中，

除二氧化硫同比下降６．５％外，其余五项指标

同比均呈现不同幅度的上升。

二是煤炭消耗量大。我市的能源消费结构

是以煤为主，２０１６年全市煤炭消耗量高达

３６６０万吨，万元 ＧＤＰ能耗为２．３吨，远高于全

省（１．５吨）、全国平均水平（０．６吨）。市区内

年燃煤１８８．６８万吨，排放烟尘３．３９万吨、二氧

化硫１．５２万吨、氮氧化物１．０万吨。这一能源

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环境治理的压力依然巨

大。

三是清洁取暖改造任务艰巨。今年“一城

三区”共确定实施清洁取暖改造２８１６万ｍ２，截

至目前，还有近１５％尚未开工；特别是１５５ｋｍ２

规划区内，目前虽然开工率达到了８０％以上，

但由于受地理条件、施工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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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区域的施工进展仍然不快。比如，尧都区水

门社区三十亩地涉及群众３０００余户，改造面积

８０万平米，由于该区域居住群众较多、道路狭

窄、建筑房屋密集，实施集中供暖、煤改气、煤改

电改造都有很大难度，经过反复调研，我们确定

综合采用三种方式对该区域进行清洁取暖改

造，切实解决好今年冬季群众的取暖问题，但要

实现全覆盖难度依然较大。

四是劣质煤焦整治难度较大。受传统生活

方式和经济因素影响，在集中供热覆盖区域范

围外，我市居民冬季取暖主要采用传统的燃煤

采暖炉，使用的煤以低价、高硫、高灰煤炭为主，

燃煤管控难度较大。当前，一些县市区已有部

分居民开始储备冬季燃煤，虽然交警部门通过

设立环保检查站等方式实行管控，但要确保市

区周边重点区域和部分“城中村、城郊村”居民

冬季全部使用灰粉、含硫量达到环保要求的燃

煤，还需堵疏结合，不断加大管控力度。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们将以这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燃煤污染

防治规定》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力度，严格依法

管理，不断加强燃煤污染防治工作，推动全市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一是严格贯彻实施《规定》。以颁布实施

《燃煤污染防治规定》为契机，尽快研究制定促

进燃煤污染防治的配套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

“政府领导、部门联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的

监管治理体系。同时，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

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燃煤污染防治工

作，努力形成“共防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

二是科学划定禁燃区。严格按照国家、省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结合我市实际，以

１５５平方公里规划区为核心区域，科学划定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燃烧劣

质散煤、型煤；所有炉具全部采用天然气、电等

清洁能源，实现 １５５平方公里规划区“无煤

化”。

三是不断强化煤炭质量管控。持续组织开

展散煤场煤炭销售点整治，对所有煤炭经营单

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超

范围经营煤炭的售煤站点，严格取缔非法营运

售煤点，严厉打击销售高灰分、高硫分劣质煤炭

行为，对不符合要求的煤炭经营储煤场地，坚决

依法予以取缔。探索建立煤炭质量管控长效机

制，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严格执法，严查严罚，

倒逼劣质散煤退出。

四是确保优质煤供应。以煤炭交易会为契

机，组织煤炭、电力、供热企业、焦化、洗选、贮

配、运输等煤炭经营类企业以及周边省市低硫

低灰煤炭生产运输加工企业，进行深度对接，确

保冬季优质煤供应。同时，认真做好煤炭销售

点摸底排查工作，结合各县市区实际进行统一

规划，科学布局煤炭销售点，保证居民正常生活

用煤。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做好

我市的燃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这次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燃煤污染防治规定，为

我市燃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我们

有信心、有决心在市人大的大力支持下，坚决打

好打胜燃煤污染防治这场硬仗，为加快建设

“三个强市”，决胜全面小康、实现振兴崛起做

出积极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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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应钦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八次会议对《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

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城建环保工作委

员会、市环保局，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

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研究意见的报告，对草案

进行了研究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寄送市

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市人大代表、立

法专家库成员、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通

过召开座谈会征求了部分市政协委员的意见，

同时在《临汾日报》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众广

泛征求意见。二是在征求意见之后，法工委会

同市环保局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三是向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求意见。５月１９日，法

工委将修改稿及相关立法参考资料上报省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征求对草案的修改意见。７月５

日，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平一行四人到

我市进行了专题立法调研，召开了座谈会，针对

草案修改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之后，法工委

会同环保局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四是召开环保

专家论证会。７月２８日，法工委会同市环保局

邀请省环保厅大气污染防治处、法规处等部分

处室负责人，省煤炭、质监等部门负责人及有关

专家、律师召开论证会，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分析

研究，随后进行了第四次修改。五是进一步征

求省人大法工委意见。８月１４日至１５日，在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下，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市环保局有关人员赴省人大法工委召开

草案修改论证会。按照省人大法工委的修改意

见，法工委会同市环保局对草案再次进行了研

究修改。８月１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对该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审议认为，草案经

过反复修改，已趋于成熟。经市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决定将草案修

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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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如下：

原草案共４章２７条。根据《临汾市地方立

法条例》有关规定和立法技术规范要求，对不

适当、不规范以及与上位法重复或抵触的条款

进行删除、修改；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增加了总

量控制、新建燃煤项目控制等条款。修改后的

草案，共３５条。

一、关于草案的结构问题

省人大的指导意见指出，草案内容比较集

中，条款不多，建议采用简单结构，按照逻辑关

系依次分条排列。法制委员会研究后，建议予

以采纳。

二、关于环保部门的职责问题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认为，原草案第四条

第二款对环保部门的职责规定较为笼统，鉴于

环保部门在燃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工作任务，

应进一步明确其职责定位。法制委员会经过认

真审议，建议采纳这一意见。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将该款修改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燃煤污染防治实

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

革、经济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煤炭、公

安、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主管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对燃煤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即

草案修改稿第五条。

三、关于燃煤污染防治措施

省人大法工委指导意见认为，原草案规定

的燃煤污染防治措施侧重于禁燃区的禁止燃煤

措施，建议面向全市进一步明确各项综合防治

措施。法制委员会审议后，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增加了燃煤消费总量控

制、新建燃煤项目控制、煤炭开采和洗选、燃煤

单位治理、环保设施运行、发展煤改气和煤改

电、工业园区及城区建成区新建锅炉的限制等

方面的规定。

四、关于禁燃区和禁煤区的划分问题

原草案第二条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划定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和限制区。有的组成人员认

为，限制区的概念在法律和政策上缺乏依据支

撑，建议予以修改。法制委员会会同市环保局

进行了反复研究，结合晋政办发〔２０１７〕３７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控制燃煤

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通知》精神，将原草案第

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修为“市、县（市）人民政

府可以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在禁

燃区内划定禁煤区。”即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三

条。

五、关于法律责任

原草案从第十五条至二十三条对违反草案

规定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规定。经审查，主要问题

是对限制区的违法行为处罚的个别条款依据不

足。经法制委员会研究，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

将原草案的法律责任规定删减、修改为５条，主

要对在禁煤区内未按规定停止使用燃煤、在禁燃

区内新建改建锅炉等违法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

即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三条。

六、关于保障居民生活问题

在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专

家提出，燃煤污染防治是民生大事，保障群众生

活也是民生之重。在禁燃区和禁煤区禁止使用

燃煤，应优先考虑居民生活采暖需要，尤其在推

行煤改气、煤改电和集中供热的区域，在未投入

使用之前，要考虑居民对燃煤的正常需求。对

此，在调研期间，省人大法工委和市人大常委会

有关领导予以高度重视，对草案修改提出了指

导性意见。

法制委员会经过充分审议和反复讨论，综

合考虑我市目前的具体做法，在草案修改稿中

增加了以下内容：一是在燃煤污染防治原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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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保障民生”的原则。二是第二十四条

规定了划定禁燃区和禁煤区的原则和标准。三

是在禁煤区之外的其它禁燃区内，居民因生活、

采暖确需燃煤的，可以在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

内使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煤，即草案修改

稿第二十八条。四是第二十条对民用散煤供应

体系作出了规定，目的是保障禁煤区外居民生

活采暖的优质煤供应。

此外，法制委员会按照组成人员和有关方

面意见，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方面作了必要

的修改和完善，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了相应调

整。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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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临汾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办法（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应钦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八次会议对《临汾市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办法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审议

时，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认为，制定该办法，有

利于加强我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有利于旅

游业健康发展，符合我市旅游产业发展要求，是

我市绿色发展、转型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建议

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制定出台。

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

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并将修

改后的草案寄送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

大常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

位、市人大代表、立法专家库成员、各基层立法

联系点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征求了部分市政

协委员意见。同时在《临汾日报》发布公告，面

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５月１９日，法工委将草

案修改稿及相关立法参考资料上报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征求对草案的修改意见。在省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的精心指导和严格把关下，法工

委会同旅游发展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了多次修

改。５月２５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和省旅

游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在我市召开论证会对草

案进行了论证，对修改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

见。国家旅游局法规司司长李磊认为，草案的

立项和制定走在了全国前列，建议尽快制定出

台。７月５日，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平

一行四人到我市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具体

指导意见。８月１４日，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的主持下，再次邀请有关专家进行了论证。８

月１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

了统一审议。审议认为，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已

趋于成熟。经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主任

会议研究同意，决定将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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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时，原草案共五章２５条。修改时，根

据《临汾市地方立法条例》有关规定，对部分条

款进行了修改、删除；根据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

作委员会的研究意见和征求意见情况，增加了

政府职责、划设保护范围、旅游资源开发退出机

制等条款。现草案共３１条。

一、关于章节和标题

原草案共分五章二十五条。初审时，有的

组成人员认为，草案条文较少，建议不要分章。

经法制委员会审议并征求省人大法工委意见，

建议予以采纳。

二、关于旅游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

职能问题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认为，应当赋予旅游

主管部门对旅游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能。在

征求意见中，许多同志也认为旅游主管部门监

管职能不足，影响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工作。

也有一些人认为，现行的《山西省旅游条例》第

七条第三项规定，旅游主管部门“指导、协调旅

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旅游设施建设”，尽

管目前旅游主管部门职能需要加强，但本着不

抵触原则，在上位法修改之前，建议旅游主管部

门对旅游资源保护开发行使指导、协调职责。

在征求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时，我们也了

解到，《山西省旅游条例》和《山西省促进旅游

产业发展条例》都在修改之中。一些领导和专

家建议修改为“市、县（市、区）旅游主管部门，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负责旅游

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工

作。”对此，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纳，即草案修改

稿第五条第一款。

关于其他部门保护和开发旅游资源的职

责，有的组成人员认为，林业、土地等诸多部门

都是保护和开发旅游资源的主管部门，应予规

定。对此，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纳，表述为“市、

县（市、区）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的相关工作。”即草案

修改稿第五条第二款。

三、关于跨行政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规划

主体问题

对于跨行政区域且适宜整体开发的旅游资

源，在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专项规划的编制主

体上，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由相关

县（市、区）人民政府协商编制，另一种意见认

为应当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编制。经会同市旅发

委研究并征求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结合

我市实际，统一考虑两种意见，将其表述为：

“对跨行政区域且适宜整体开发利用的旅游资

源进行开发时，由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协

商编制统一的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专项规划，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市人民政府认为需

要统一编制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并

征求相关行政区域人民政府意见，报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即草案修改稿第十一条。

四、关于建立旅游资源开发退出机制问题

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专家认为，对破坏旅

游资源或者闲置不开发的旅游项目，应当建立

退出机制。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审议，建议采

纳这一意见，增加一款规定，作为草案修改稿第

二十一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旅游资源开发退出机制，对破坏旅游资源或

者闲置不开发的项目，依法撤销或者收回。”

五、关于社会力量保护和开发旅游资源的

问题

在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认为，我市的曲

沃、洪洞等地在社会力量开发旅游资源方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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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积极探索，建议将其做法上升为法规。在

征求意见稿中，我们将其表述为：“鼓励、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对部分人

文资源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在一定年限

内给予认领认养者使用权。”在征求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意见时，一些专家提出，“部分人文

资源”概念比较模糊、不够准确，“认领认养者”

的概念还需进一步界定，建议将该条修改为引

领性条文即可，不必规定具体做法。经法制委

员会统一审议，建议采纳该意见，表述为：“鼓

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受到保护。”即草案修

改稿第六条。

此外，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还建议对草案

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和完

善，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法制委

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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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吉守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临汾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

会报告全市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市

上下认真落实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四

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３４５”

发展战略和“１２３４５”工作思路，坚持新发展理

念，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转型综改试

验区建设，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奋发进取，砥

砺前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４．８％，是２０１４年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值。总量

完成５９８．１亿元，同比增加６７．３亿元，增量超

过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４个年度增量的总和，实现

了增速、总量双提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

成１９１．６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实现由负转

正。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３００亿元，同比下降

５．９％，降幅比一季度收窄２４．５个百分点。投

资呈现出向新兴产业集中的趋势，经济结构加

速转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３０８亿元，

同比增长７．３％，在全省排名第一。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５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７％，其

中，税收收入完成３９．６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的７４．３％，经济活力持续增强。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１３９４３元，增长

６．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５５２８元，增长６．３％，两个居民收入增速均高于

ＧＤＰ增速，经济发展给居民带来更多实惠。

（一）“供改”“综改”合力攻坚，改革红利

持续释放。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

能涉及的４座煤矿已停产，预计１０月底全部完

成关闭任务；酒钢集团翼城钢铁已完成转炉动

力装置拆除工作。房地产库存消化周期６．５个

月，较去年年底减少３．７５个月。全市有１７６家

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挂牌总数居

全省第３位。１－６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

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费用为９４．７元，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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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减少７．６元。工业企业利润由去年同期

的亏损１４．１亿元转为盈利３４．８亿元。民生支

出、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增长。

扎实推进转型综改。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已

完成８家开发（保税）区的扩区升级或设立上

报工作，临汾开发区扩区方案已经省政府批复，

尧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揭牌

成立；“三化三制”改革、开发区土地规划调整

等工作均取得新的进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修订完善了《市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实施办

法》等１０余个国有企业改制配套文件；“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有序推进。深化投融资体

制改革，设立了规模为１００亿的产业引导基金

和２０亿的 ＰＰＰ子基金，吸引金融资本和其他

社会资本投入我市项目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开展优化营商环境“１＋９”专项行动，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扎实推进河长制工作。出

台了实施方案，完成３条省管河流和４条市管

河流分级分段河长划定工作。同时，农业农村、

金融、科技、医药卫生、财税体制等重点领域改

革，均取得积极进展。

（二）三大需求协力并进，经济发展稳中有

升。狠抓投资增效益。按照“滚动储备一批，

重点监测一批，强力推动一批”的项目建设思

路，滚动储备１０００个左右前期工作扎实、成熟

度较高的重大项目，确定了７８８个项目进行重

点监测，强力推动８２个省市重点工程。大力推

广ＰＰＰ项目，国家级示范项目尧都区涝?河生

态建设润州园政企合作项目，获得国省财政奖

励６００万元。拉动消费促增长。组织企业参加

山西品牌中华行、黄河金三角第五届特色商品

博览会等活动；京东商城入驻兴荣物流园，限额

以上网上零售同比增长６５％。扩大外贸创优

势。组织企业参加了山西品牌丝路行印度尼西

亚站活动，开通了中欧班列，发挥侯马开发区成

为省级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的带动作用。上

半年，进出口总额完成８．２８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加４６％。

（三）深调结构力促转型，运行质量不断提

高。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市小麦总产９９万

吨，亩产３３５．４公斤，比上年增长２．６％。推进

２９家省级龙头企业、１０１家市级龙头企业转型

升级，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完成５０．９亿元。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已建成现代化矿井１３座，安

全高效矿井２５座。５户燃煤发电企业１２台机

组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实施工业转型升

级项目５８项，完成投资１８．８亿元。新兴产业

不断壮大。重点推进实施了沃特玛新能源汽车

核心技术产业园、永和中石油煤层气勘探等一

大批项目。上半年，新兴产业累计实现工业增

加值１７亿元，增长１９．９％。文化旅游业蓬勃

兴起。深化文化旅游体制改革，１０个重点景区

基本实现了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获得２０１８

年全省旅发大会主办权。上半年，全市旅游总

收入达２３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３％。现代服

务业快速发展。制定了大数据产业行动计划和

产业规划，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交流对接，启动

了大数据产业园可研编制工作。重点推进方略

物流、兴荣物流园等“互联网 ＋物流”的新模

式。生龙国际等一批城市商业综合体发展到

３００万平方米。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８．５％，占 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４８．３％，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８６％。

（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推进机制日臻完

善。城镇化空间布局不断优化。按照“一带两

圈多点”城镇化布局，探索开展区划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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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县城《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

的修编（调整）工作顺利开展。城市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鼓楼南北街北段等１２项道路工程

进展顺利，滨河西路与彩虹桥景观大道立交桥、

迎宾大道与滨河东路立交桥２项工程南北方向

已竣工通车；龙祠水源改扩建等１０项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正加紧实施。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棚户区改造开工 ２４６７套，基本建成 ４０４

套；新建和改建道路５７．６公里，新建和改造供

水、供气、供热管网２００．８公里，已选定省市县

三级美丽宜居示范村１３５个。

（五）环境保护强力推进，生态建设成效显

现。污染治理工作不断加强。实施了总投资

７０多亿元的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工程，取缔、关

停、调产５５６家散乱污企业；整治完成燃煤锅炉

４２９６台，１５５平方公里规划区内已完成３３０万

ｍ２，正在实施的有８２６１．１万ｍ２，预计９月底可

全部完成；“一城三区”已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６８５万平方米，正在实施的有 １８６５．５万平方

米。上半年，地表水达到Ⅲ类水体比例为１２．

５％，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在 １００％，

ＳＯ２浓度稳定在３０－４０μｇ／ｍ
３，综合污染指数

由年初的１８．８下降为６．３１。生态修复治理有

序开展。完成营造林 ４４．８万亩，四旁植树

１０５６万株，退耕还林 １９．６万亩，完成率均在

８０％以上。持续推进西山七县主体功能区建

设、采煤沉陷区、水土流失区等环境治理修复工

程。节能减排工作稳步推进。加快节能减排财

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建设，投资２．３亿元实施

了２９个项目。制定《临汾市工业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工程实施方案》等，推进工业领域的节

能降耗，循环发展。在市区投放６０００辆摩拜单

车。市区、襄汾、侯马、洪洞已实现公交电动化

全覆盖，临汾市成为山西省唯一入选全国首批

“公交都市”创建城市。

（六）民生保障持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全面落实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和吕梁现场推进会精神。

目前，２０１７年规划建设的１８１个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全部开工建设，已竣工４０个，完成

投资２．９亿元；“一村一品一主体”行动全面启

动，４３６个项目进入产业扶贫项目库；光伏扶贫

累计分配收益４３０余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发放

３．８亿元；教育扶贫支出１．０５亿元；５１５名干部

驻村开展帮扶工作。全力抓好安全生产。上半

年，全市共发生各类经营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３．５％、１．６％。教育卫

生事业稳步推进。高考达二批本科 Ｂ类线以

上总人数１７４２４人，再创历史新高。取消药品

加成，执行新的医疗服务价格，实现了医保支付

无缝对接，财政补助足额到位。就业形势明显

向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２．５７％，低于省

定控制指标１．６３个百分点。居民物价平稳运

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同比增长－０．１％。

上半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同时稳中存忧，面临着一些困难和

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指标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艰巨。从上半年完成情况看，虽然指标回

升向好的趋势明显，但部分指标距全年预期增

长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二是产业转型的压力依

然较大。受煤炭价格恢复性上涨等因素影响，

上半年煤炭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为 ６０．２％，

“一煤独大”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三是环

保治理仍需超常规推进。上半年受环保治理影

响，我市工业增加值减少２３亿元左右，影响全

市工业增速６．７个百分点，环保治理仍需下大
·５１·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力气解决。

二、下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重点

和措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下半

年，我们要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总领，按照“一月好

于一月，下半年好于上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争取经济发展进入合理区间”的总体要

求，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努力实现“一争五稳

十突破”。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以生态建设为载体，打造绿色宜居家

园。狠抓环境治理。围绕综合指数、优良天数、

ＰＭ２．５等考核指标，完善治理思路，加快推进

环境治理“八大工程”，力争早日解除环保限

批。加快生态建设。重点推进“吕梁山生态脆

弱区、太行山水源涵养区、百里汾河经济带湿地

植被恢复区”三大生态屏障建设，全力推进小

水网和水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推进西山七县主

体功能区、采煤沉陷区等生态治理修复重点工

程。强化节能减排。继续开展全市燃煤消费压

减替代工作，确保实现煤炭消费总量增速低于

ＧＤＰ增速。推广绿色出行，力争实现“百里汾

河生态经济带”沿线公交电动化全覆盖。

（二）以深化改革为抓手，增强经济发展活

力。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全年压

减钢铁产能１７０万吨，压减煤炭产能３９０万吨。

商品房待售面积消化周期控制在１０个月左右。

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企业杠杆率。

多措并举，降低企业税费、物流、生产要素等成

本。加大公共服务、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领域

补短板力度。全面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

加快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力争下半年完

成霍州等６县市开发区的上报工作。扎实推进

国资国企改革，重点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出清

“僵尸企业”。打造“六最”投资营商环境，年底

在全市推广企业投资项目试行承诺制实行无审

批管理。统筹抓好财税体制、土地制度、金融创

新等各项改革。

（三）以转型升级为主攻，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力发展光电、

风电，打造千万千瓦电力能源基地。加快推进

曲沃立恒 ＬＦ精炼炉、侯马建盛源１２０万吨／年

捣固焦化等项目建设，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重点抓好沃特玛新能源汽

车产业园、华翔铸造产业园、西山煤层气开发以

及永和天然气勘探开发、山西顶吉食品有限公

司１０万吨果醋加工、华为（临汾）云计算大数

据产业园等项目，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大力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启动《临汾市旅游业发展提

升规划》和《２０１８年旅游发展大会工作方案》编

制工作。力争完成大槐树国家５Ａ级景区创建

工作，助推壶口、云丘山、人祖山、晋国博物馆、

戎子酒庄、乾坤湾创建国家５Ａ、４Ａ级旅游景区

工作。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华夏银行筹

建和农信社改制工作，培育发展政策性融资担

保机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兴

荣物流园区、方略保税物流园区等项目，打造中

西部重要的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四）以提振需求为重点，保持经济平稳增

长。大力推动项目建设。围绕全市７８８项重点

监测项目、省市８２项重点工程及全市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建立市级 ＰＰＰ

项目库，发挥 ＰＰＰ子基金的引导作用，大力推

进ＰＰＰ项目建设。以重点项目集中观摩活动

为契机，抓好长临高速公路、黑猫清洁能源煤化

工、涝?河生态建设等重大工程建设，确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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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投资任务。积极促进消费增长。继续开展

“消费促进月”活动，推进商贸大项目建设，实

施实体零售创新转型工程和网络零售主体培育

工程，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扩大区域合作和

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环

渤海、黄河金三角等区域交流合作，积极推动临

汾市加入山西中部城市群。抓住侯马开通中欧

班列的机遇，支持建邦、华翔、好利阀、方略等有

实力的企业，建立境外原料开采和生产加工销

售基地。争取年内再有１－２个县退出外贸空

白县。

（五）以现代农业为基础，扎实推进“三农”

工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关

于进一步支持现代农业决胜脱贫攻坚的规定》

《关于进一步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指导

意见》等，抓好秋粮生产，加快推进有机旱作农

业发展；重点发展功能食品和药食同源产品，培

育吉县苹果、隰县梨、隆化小米、安泽连翘等区

域公共品牌，加快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转型升

级；扩大水果、蔬菜优势农产品出口，大力发展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加快推动美丽宜居示范村“三级联创”

工作；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开展土地经

营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

（六）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培育发展内生动

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招才引智，突出

“市长创新奖”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完善本土科

技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创新型人才落户临汾。

发挥科技创新带动作用。力争完成３９家高新

技术企业的认定，超额完成省级及以上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４家的任务指标，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双创”活动不

断深入。大力开展众创空间、１０个贫困县“星

创天地”建设，发挥好尧都区、侯马市两个中小

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县的引领带动作用。

（七）以统筹发展为导向，推进城乡协调发

展。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按照“沿汾崛起、两

翼齐飞”的总体布局和“一带两圈多点”城镇化

布局，有序调整行政区划，推进全市城镇体系和

城市总规修编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力

推进１０大类１７０项城建项目，加快推进高速公

路、国省干线、农村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沿黄提灌、引沁入浮、小型水库等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快

棚户区改造、城市道路、供热、供气、供水、垃圾

处理、污水处理等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吉县、乡

宁、安泽、永和４个贫困县的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

（八）以民生改善为根本，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落实《临汾市聚焦深

度贫困集中力量攻坚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持续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光伏扶贫、产

业扶贫等十大工程，确保吉县、乡宁、安泽３个

贫困县摘帽。推动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继续开

展“十佳百优”教师和“三优”评选工作，加快农

村公办幼儿园、临汾市第三幼儿园、山西师大搬

迁工程建设步伐。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确

保完成年度改革任务。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深化“创业型城市”创建活动，统筹“三支

一扶”等基层项目，加大援企稳岗和就业援助

力度，努力拓宽就业渠道。保障物价水平基本

稳定。完善涉企价格政策服务的政企联系卡制

度，做好专项检查和反垄断工作，维护市场价格

秩序。坚定不移抓好安全生产。严守安全底

线，加强安全生产三基建设，开展隐患风险排查

工作，推进专项整治和挂牌责任制，抓好企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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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建设。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

将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

督支持下，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努力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

十九大胜利召开！

附件：

名 词 解 释

１．“三化三制”改革：建立专业化、市场化、国际

化的开发区管理运行机制和领导班子任期制、

全员岗位聘任制和绩效工资制等制度。

２．“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指将供水、供电、

供热和物业管理职能从国企剥离。

３．优化营商环境“１＋９”专项行动：“１”指

开展企业投资项目试行承诺制实行无审批管理

试点工作。“９”指“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专

项行动”“机关干部入企服务常态化专项行动”

“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无障碍施工专项行动”“涉

企合同‘执行难’整治专项行动”“打击恶意逃

废金融企业债务专项行动”“化解企业担保链

风险专项行动”“企业周边治安环境治理专项

行动”“减证便民专项行动”“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专项行动”等９项优化营商环境

的专项行动。

４．“１３７１０”电子督办机制：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

日，山西省省长楼阳生在省政府全体会议上提

出建立“１３７１０”工作制度，即要求政府各级各

部门对省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省长办公会

议、省政府专题会议等所作出的工作部署以及

省政府领导布置的专项工作任务等，１天内要

研究部署、３天内要向省政府反馈办理情况、一

般性问题原则上７天内要落实、重大问题复杂

问题１个月内落实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要拿

出解决的时间节点和方案，所有事项都要跟踪

到底、销号清零，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

５．ＰＰＰ模式：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的字母缩写，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

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

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

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

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

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

更为有利的结果。

６．环境治理八项工程：即工业企业污染深

度治理、燃煤锅炉整治、清洁取暖改造、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扬尘污染治理、低空面源污染治

理、水土污染防治、环保基础设施能力建设。

７．一村一品一主体：指每个贫困村都要有

特色产业和产品，都有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８．一争五稳十突破：刘予强市长在第２７次

常务会上就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的目标。“一

争”，就是要争先创优；“五稳”，就是经济运行

要稳、就业要稳、民生要稳、“三农”要稳、安全

形势要稳；“十突破”，就是在生态环境治理、脱

贫攻坚、产业转型、开发区改革创新、文化旅游

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招商引资、打

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作风建设１０个方面实现新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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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发改委主任吉守斌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会议认为，市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

稳增长、促转型、抓改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奋

发有为，砥砺前行，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升，全

市经济社会呈现出良好态势。但是，目前全市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

问题，主要是：部分经济指标距全年预期还有较

大差距；环保形势依然严峻、融资成本高、创新

能力弱等不利因素仍制约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

产业发展；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有待加快，开发

区改革仍需加力；脱贫攻坚尤其是深度贫困群

众的脱贫工作仍需加大力度。

为进一步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提出如下意见：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加快转型综改试验区

建设步伐，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大力实施全民

招商活动，在引资金、引项目、引人才和转型产

业发展上持续发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培育等现代农业

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推进“双创”活动，增

强创新驱动；着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重

点领域改革等，努力破解制约发展的结构性、体

制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二是持续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大传

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深化

结构调整，抓好产业转型，培植经济发展新动

能；注重投资结构优化和方向调整，支持重点产

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完善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

机制，壮大旅游等优势产业，逐步实现资源型经

济转型，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三是

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发展软实力。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

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统筹推进“放

管服效”改革，加强区域法治环境建设，创建良

好的发展环境。四是切实推进各项民生工程，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要紧盯全年精准脱贫任

务，狠抓突出问题，加大深度贫困群众脱贫攻坚

力度，确保完成年度脱贫任务；抓好教育、就业、

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牢固树立“安全生

产”理念，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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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会议号召，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指引，认真贯

彻落实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真抓实干，

开拓创新，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

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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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６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及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财政局局长　牛少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作

《关于２０１６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及２０１７年上半

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６年度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当年收入完成情况

２０１６年，市本级年初公共财政预算计划收

入１８０３８４万元，年终实际完成２０５３８４万元（其

中分享县级收入 １０１９０１万元），为预算的

１１３．８６％，同比增长 １．３６％，增收 ２７４８万元。

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为：税收收入完成

１１３０００万元，下降 １．２１％。其中，增值税

４２４９４万元，增长７３．５３％；营业税２７３４５万元，

下降 ３９．２５％；企业所得税 １０６４３万元，下降

２１．３８％；个人所得税４８２９万元，增长９．８５％；

资源税１６５９０万元，下降０．６２％；城市维护建

设税１１０９９万元，增长８．２１％。非税收入完成

９２３８４万元，增长 ４．６８％。其中，专项收入

８６７１万元，下降６４．９４％；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１１６２７万元，下降６８．２８％；罚没收入１８５３９万

元，下降３．８６％；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３０６２２万元，增长３１６．６３％（主要是因为矿

产资源专项收入２６５０６万元由专项收入调整至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它收入

２２９２５万元。

２０１６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３３０９９

万元，为预算的９３．４２％，同比增长１４．６３％；社

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４６７１０８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９％；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２万元，为预算

的８．３３％。

（二）当年支出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１月５日，临汾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调整预算为４９３１９９

万元，省厅下达置换债券４４２５３３万元及节能减

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中央奖励资金等专项转移

支付６２２１４万元，２０１６年市本级决算总财力变

动为９９７９４６万元，剔除安排地方政府债务还本

支出４４２５３３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１０７８万元，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７４０９万元，市本级公共

财政预算支出变动为５３６９２６万元，年终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实际执行 ４９９８５６万元，结转下年

３７０７０万元，实际支出为变动预算的９３．０９％，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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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４６．５９％。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３８６１１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同比增长２．５９％，

增支９７５万元；国防支出 １４８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同比增长 ７０．１１％，增支 ６１万元；公共

安全支出３７６９４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同比增

长１８．０２％，增支５７５６万元；教育支出５１８２７万

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同比增长 ４７．１２％，增支

１６５９９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１０８４万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同比增长２３．１８％，增支２０４万元；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８２２９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同比增长１８８．１７％，增支１８４３３万元；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４９５０７万元，为预算的

９７．９８％，同比增长 １７．１３％，增支 ７２４２万元；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１９３８７万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同比下降３１．４３％，减支 ８８８５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４１０２１万元，为预算的５６．０３％，

同比增长２６．９６％，增支８７１０万元；城乡社区

支出１３４９５１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同比增长

１９８．４１％，增支８９７２８万元；农林水支出２６８９４

万元，为预算的９７．６５％，同比增长９６．７８％，增

支１３２２７万元；交通运输支出２５４８１万元，为预

算的９９．８４％，同比增长１０２．０４％，增支１２８６９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６５６８万元，为预算

的９９．５６％，同比下降 ３５．０８％，减支 ３５４９万

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１８２７万元，为预算的

５１．６４％，同比增长１７５．９８％，增支１１６５万元；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５５２５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同比下降 ４９．４９％，减支 ５４１４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１６４１３万元，为预算的９２．０１％，同

比增长２８．０９％，增支３５９９万元；粮油物资储

备支出４８９９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同比下降

６３．８６％，减支 ８６５６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７６８４

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同比增长７０４．６１％，增

支６７２９万元；其他支出 ２１０６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同比增长２５．１３％，增支４２３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４１１４１万元

（包括上年结转、上级补助），为预算的

７８．８２％。主要支出项目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２６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城乡社区事务支

出３７３２１万元，为预算的９９．４２％；资源勘探电

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２００万元，为预算的

８６．９６％；债务付息支出 ２９７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其他支出３２９７万元，为预算的２３．３７％。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４４１６７５万元，为预

算的１２６％。主要支出项目是：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２５８８３３万元，为预算的

１４０％；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１２４７４４万元，为预算的１１３％；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出２７０６３万元，为预算的１１７％；工伤

保险基金支出１５８１８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６％；失

业保险基金支出１１３７２万元，为预算的 ８７％；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３８４５万元，为预算的７４％。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２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

经汇总，２０１６年市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执

行２９９５万元，为预算控制数７２７０万元的４１％，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５６万元，为预算的

３０％；公务接待费 １０５９万元，为预算的 ３１％；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１８８０万元，为预算

的５１％。

（三）当年收支平衡情况

２０１６年市本级总财力为 ９９７９４６万元，其

资金构成：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２０５３８４万

元（含分享县市收入 １０１９０１万元），中央两税

返还收入１８７２２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２２４４６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收入３２１５万元，中央、省

下达专项拨款及转移支付补助１８５２０２５万元，

县级体制上解１０８２１万元，上年结转６８０３９万

元，债券转贷收入 ８０６６２０万元（置换债券

６３６６２０万元，新增债券１７００００万元），调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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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１２４６２３万元，补助县级专款及转移支付

１８１７３６２万元，债券转贷支出 ２９６５８７万元（置

换债券１９４５８７万元，新增债券１０２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６年市本级总支出为９９７９４６万元，其中，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４９９８５６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

本支出４４２５３３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１０７８万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７４０９万元，结转下年

使用数３７０７０万元。总财力与总支出和结转下

年相抵，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四）当年部门决算情况

２０１６年，市直单位纳入部门决算独立编制

机构３７２个，年末部门决算实有人数２０５５５人。

按照部门决算口径和范围，当年部门收入合计

４７９４２９万元，同比增长１２．０３％，收入组成是：

财政拨款２９５１７６万元（含政府性基金１３４２７万

元），上级补助收入２６９万元，事业收入１７９０５５

万元，附属单位上缴９０万元，其他收入４８３９万

元。

当年部门支出执行４７３０４２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４８％。主要支出项目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３８９９４万元，同比增长６．６２％；国防支出１２９万

元，同比增长１３．１６％；公共安全支出３３２２２万

元，同比增长５．８７％；教育支出５３８９３万元，同

比增长２１．５％；科学技术支出８８３万元，同比

增长７．８１％；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８３６４万元，

同比增长６．１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３８１６５

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６２％；医疗卫生支出１８２８１２

万元，同比增长１３．４８％；节能环保支出１７５４８

万元，同比增长２３６．６８％；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３７５５１万元，同比下降５．８７％；农林水事务支出

１３０４３万元，同比增长 ０．５８％；交通运输支出

２０７０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８．８４％；资源勘探电力

信息等事务支出５７５８万元，同比增长５．７５％；

商业 服 务 业 支 出 １７９１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０５．６３％；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３７５６万元，同

比下降５３．９３％；住房保障支出１２８１７万元，同

比增长７８．０１％；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４３４万元，

同比增长１１．８６％；其他支出 ３１７８万元，同比

下降４６．２４％。

收支相抵，２０１６年部门决算当年结余６３８７

万元。

（五）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１６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政府性债务限

额为２３３．９亿元，经分解，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为９０．２１亿元。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市本

级政府存量债务余额４．３３亿元，置换债券５８．７

亿元，新增债券 １７．３５亿元，债务总余额为

８０．３８亿元，没有超过限定的债务限额，占全市

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的３５．８７％。另外，政府负

有担保责任债务余额１１．４亿元，政府可能承担

一定救助责任债务余额２９．１２亿元，债务风险

总体可控。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２０１６

年市财政全面贯彻市委、市政府“３４５”发展战

略和“１２３４５”工作思路，认真落实市三届人大

七次会议和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

议，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充分发挥财政宏

观调控作用，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负转平，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负转正，有力促进

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成绩的取得，是

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监督支持的结果，是全市上下团结奋进、共

同努力的结果。

二、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我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总的概念

为：“财税收入实现正增长，主导行业税收大幅

增长，收入格局呈现积极变化，绝大多数县收入

超序时进度”。

截至６月底，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５３３１７５万元，为预算的６２％，同比增长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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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５１７３５万元，超序时进度１２个百分点，实

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

出执行１４２３８６８万元，为预算的５４．２％，同比增

长３２．７％，增支 ２３２７５７万元。政府性基金收

入完成２６２９５万元，为预算的１３．１％，同比下降

８０．５％；支出执行 ６５９９８万元，为预算的

２７．１％，同比下降５４．９％。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完成 ５８１６６５万元，为预算的 ６１％，同比增长

２９％；支出执行 ４８４３３８万元，为预算的 ３１％，

同比增长１３％。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零。

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１１９３２４万

元，为预算的５８．８％，同比增长 ５．４％，增收

６１３２万元，超序时进度８．８个百分点；市本级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执行１７５３８４万元，为预算的

５１．４％，同比增长 ３３％，增支 １５９５７万元。政

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２１１９万元，为预算的７．１％，

同比下降９２．４％；支出执行 １８７５６万元，为预

算的４１．４％，同比增长１２９．８％。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完成３４１５６７万元，为预算的４４％，同比

增长 ２１％；支出执行 ２５４６１９万元，为预算的

３９％，同比增长５％。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零。

截至６月底，市本级“三公”经费支出９０９

万元，为年初预算控制数６２６２万元的１４．５２％。

在抓好组织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上半年，我

市各级财税部门紧紧围绕全市发展战略，加大

重点领域投入力度，主要工作着力点放在七个

方面：一是着力推动脱贫攻坚。今年全市累计

投入支农资金 １９６２３９万元，集中用于产业扶

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林业生态保护恢复和农

村扶贫第一书记生活补助等项目。二是着力加

强环境保护。市财政安排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

代、市区公交免费乘坐财政专项补贴 ３１７６万

元。支持产业低碳化典型示范项目、交通清洁

化典型示范项目、城市环境整治及企业污染物

减排项目２９个，投入财政资金２２９４３万元。三

是着力培植可持续财源。设立规模为１００亿的

产业引导基金和 ２０亿的 ＰＰＰ子基金，助推实

体经济发展。安排市长创新奖专项奖励经费

３００万元，支持我市科技创新发展。四是着力

加大企业减负力度。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 ３

项，削减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３５项，降费减负

政策得到全面落实。五是着力推进 ＰＰＰ项目

建设。我市国家级示范项目尧都区涝?河生态

建设润州园政企合作项目已进入执行阶段，并

获得财政部奖励５００万元、省财政奖励１００万

元；４个省级示范项目已完成物有所值评价和

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工作，获得省财政奖励１６０

万元；１１个ＰＰＰ项目正在有序开展，３７个项目

列为ＰＰＰ储备项目，形成了重点推进、梯次配

备的ＰＰＰ项目建设格局。六是着力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今年市财政累计投入各类交通建设

项目资金１３８１７万元，投入市政重点工程项目

资金１４５４３万元，进一步提升了临汾城市发展

承载能力。七是着力改善民生。全市安排社会

保障资金 ７６８３９万元，安排医疗卫生资金

１３０８４０万元，安排教育资金 ７１８７９万元，安排

科技文化资金５９６７万元，安排２０１７年度采煤

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项目补助资金 ６０５１６万

元。

在抓好全市预算执行的同时，我们也清醒

地认识到当前财政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收入虽有增

长，形势依然严峻。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政策深入推进，全市涉及去产能行业的主要

工业产品产量均有所下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较慢，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增长动能正在

转换，接续财源尚未形成，导致财政增收基础不

够牢固。另一方面，收支矛盾突出，财政压力较

大。今年我市财政收入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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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入增速缓慢与支出快速增长反差依然强

烈。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１０．７％，而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则达到３２．７％，支出快

于收入增幅２２个百分点，尤其是污染防治、城

乡社区事务支出增长更是高达 １３４％、１１０％，

收入增长缓慢与支出快速扩大，导致收支矛盾

突出，财政面临较大压力。

三、下半年工作措施

（一）继续加强收支管理，确保实现收支平

衡。进一步强化财税协调联动，全面加强重点

行业企业的税源监控。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确保完成全年财政预算任务。

（二）继续落实积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运

行。严格落实各类减轻实体经济负担的政策措

施，大力清理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充分发

挥产业引导基金、ＰＰＰ子基金对社会资本的领

投和增信作用，切实增强民间投资发展活力，引

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

（三）继续扩大投入规模，支持脱贫攻坚政

策落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关

于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的指示精神，全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扩大对贫困地

区的转移支付规模，形成支持脱贫攻坚的强大

投入合力，确保实现我市脱贫攻坚目标。

（四）继续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领域支

出。坚定不移支持铁腕抗污治霾，积极推进煤

改气、煤改电、清洁能源改造等重点环保工程，

全力打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实现

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统筹运用税收优

惠、科技扶持、创投基金、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

扶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推进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实现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覆盖。

（五）继续推进财政改革，提高依法理财水

平。财政预算按照三年滚动方式编制，实行中

期财政规划管理。继续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

理，强化对重点民生支出和重大专项支出的绩

效评价。严格政府债务限额和预算管理，确保

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扎实推进国库集

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工作，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

线，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

（六）认真落实人大决议，加强审计整改。

对照《２０１６年临汾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提出的问题，认真贯彻

落实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采取有力措施积

极进行整改，切实加强预算执行约束力，提高预

算管理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依法

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对

于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十分重要。我们

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常委

会的监督和大力支持下，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

动作为，努力完成２０１７年全年财政预期目标任

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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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本级２０１６年度财政决算的

决　　议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牛少白受市

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市本级财政

决算及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经审查，同意 ２０１６年市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决定批准临汾市２０１６

年度市本级财政决算。

会议认为，市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

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施转型升级战略，积极培植可持

续财源，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民生和重点支

出，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预算管理水平有效提

升，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但同

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财政增收乏力，收支矛盾依

然突出；预算编制不够细化，资金使用绩效还有

待提高；预算监管机制仍有待加强等。这些问

题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会议要求，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按

照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不断强化

收入征管，积极培植可持续财源，进一步夯实增

收基础；强化部门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精准化水

平；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强化预算约束，保障脱

贫攻坚、环境保护和民生项目等重点领域支出；

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和 ＰＰＰ子基金的杠杆

撬动作用，推进新型产业项目建设；建立健全奖

惩问责机制，强化支出责任和绩效意识，加强政

府性债务管理，确保实现风险可控与良性发展。

会议号召，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指引，认真贯

彻落实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强化责任担

当，积极主动作为，采取有力措施，深化财税改

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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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６年临汾市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审计局局长　陈焕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报

告２０１６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情况，请审议。

２０１６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大力监督支持下，认

真贯彻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实施

“３４５”发展战略和“１２３４５”工作思路，坚持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市经

济低位企稳、稳步向好。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２０５３８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３６％，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４９９８５６万元，同比增长

４６．５９％，其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支出

１２０７２１万元，占２４．１５％。“三公”经费支出呈

现大幅下降，全年支出２９９５万元，比上年支出

减少４１．０５％。总体来看，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主要表现在：一是改革创新意识进一步加强，中

央、省、市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市政府

对财政资金和项目的管理进一步科学，各项改

革创新扎实推进。二是财政制度进一步健全，

对财政资金的管控与监督力度加大，财政管理

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提升。三是财经法纪观念

和纪律意识进一步提高，各部门、各单位对“八

项规定”、“六条禁令”等政策规定的认识进一

步增强，违规违纪问题大幅减少，遵纪守法、厉

行节约、制止浪费成效显著。但从市本级收支

情况来看，收支矛盾依然突出，２０１６年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２６０５００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１３７８００万元，政策性配套资金 ５４８００万

元，项目支出６７５００万元，其它支出４００万元，

除此之外，仍有１７６５００万元的政策要求支出无

力安排，财政运行面临较大困难。因而在预算

编制上出现不科学等问题，同时部门一些共性

问题仍然存在。

一、市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一）预算管理不够科学

１、未按规定将预算批复到部门 ４５３４５．４３

万元。２０１６年人大批准的临汾市本级部门预

算支出为２８５２１３．４７万元，市财政局共下达部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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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预算２２４５５７．２３万元，剔除预留增人增资、津

补贴、精神文明奖等７９２０．８１万元、政府债务还

本付息 ６３９０万元、预备费 １０００万元后仍有

４５３４５．４３万元未下达到部门。

２、预备费设置不合规。２０１６年市财政局

年初预算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６０５００万元，

应设置预备费２６０５万元，而实际设置１０００万

元，少设置１６０５万元。

（二）财政收支不够规范

１、滞留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１２１４７．６３万

元。市财政非税收入专户结存非税收入１１３１６

万元、执收单位待查收入５４１万元、两权价款收

入２０３万元、利息收入 ８７．６３万元，以上合计

１２１４７．６３万元未上缴国库。

２、违规使用彩票公益金等５９４３万元。市

财政局将彩票公益金４８５４万元、彩票发行机构

和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１０８９万元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用于平衡预算资金。

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不合理。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份市财政支出１１８４２８万元，占全年支

出额的２３．６９％。

４、混淆入库级次入库１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６年

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将应缴入市级国库的１０００

万元公安罚没收入缴入尧都区国库。

（三）财政管理不够严格

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下拨分配不及时。

２０１６年市财政共收到转移支付资金 １８５２０２５

万元，其中１１５项１８４１１８万元未及时分配，其

中有２９项３０２６６万元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前

仍未分配。

２、财政出借资金 ２４００万元未及时收回。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９日，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因海

姿供热管网爆裂向市财政借款２４００万元，并承

诺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日前归还，截止２０１７年５

月底仍未归还。

３、未按规定启动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工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

定，各级应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研究编制三

年滚动财政规划，对未来三年重大财政收支情

况进行分析预测，强化对年度预算的约束，实现

财政可持续发展。市本级尚未着手编制三年滚

动财政规划。

４、未建立规范完整的项目库，部分项目绩

效管理不到位。２０１６年度，财政部门对人大批

复的项目支出１６７８４５万元未建立相对应的项

目库，实行全周期动态管理；部分项目的绩效管

理只停留在单位自评阶段，未将绩效信息向社

会公开。

５、社会保障基金未按规定购买国家债券或

转存定期存款。截止２０１６年底，市财政社会保

障基金扣除２个月支出后，仍有７５５７２万元未

按规定购买国家债券或转存定期存款实现增

值。

６、多头开设往来资金账户。市非税收入征

收局违反规定共开设往来资金账户７个。

７、政府采购未按规定执行。一是政府采购

管理，没有建立采购项目被投诉台账、投诉书回

执无编号；二是财政部门未将部分事业单位２６

个采购项目纳入预算管理，金额达３１１９９．２９万

元；三是采购单位未在指定的网站进行合同公

示，涉及３７个项目，金额３２１９．５万元；四是财

政部门备案的采购专家库人员２０５人没有相关

的技术职称，４５８份评审专家登记表没有市财

政局审定意见。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本次审计涉及１６个部门，延伸审计８４个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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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重点审计了部门预算编制、执行和管理，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政府采购行为和“三公”经

费等，主要发现以下问题：

（一）部门预算编制不准确。１．市军队离

退休干部休养所等 ３个单位无预算支出

１３５５．８６万元；２．市高级技工学校等３个单位未

将上年存量资金纳入本单位当年预算，从上年

结余结转经费中列支１５３７．７万元；３．市国土局

等７个单位未执行年初预算 ６７６６１．０３万元；

４．市政公用局年初预算编制不完整，追加预算

达８０７１．４２万元；５．市房产局等３个单位超预

算支出２７１５．６５万元；６．汾河管理处预算编制

不细化，其中１１９９．０６万元未细化至类、款、项。

（二）收入征管不彻底。１．市招办等 ４个

单位应缴未缴财政收入７７．３６万元；２．市环卫

局等５个单位应收未收财政收入 ８０８２．４４万

元；３．市汾河管理处违规缓收租赁户和工程户

水电费７９．１２万元；４．市古城遗址公园管理处、

市城市特种垃圾焚烧厂将收入公款私存７５．５８

万元；５．市汾河管理处公共自行车押金６万元

未纳入财务统一核算；６．临汾市面粉公司等１７

家市属企业欠缴企业养老保险３１６５１．８４万元。

（三）支出使用不合规。１．市农业干部学

校等３个单位挪用专项资金２０．１２万元；２．市

汾河管理处等 ２个单位扩大开支范围支出

１１３．８６万元；３．市住建局违规发放补助０．３５万元；

４．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市工商联原始票据不

合规１８．２７万元；５．市城市特种垃圾焚烧厂虚

列支出套取现金３．８１万元；６．临汾日报社坐支

房租收入８．５万元；７．市海峡两岸文教农经交

流协会截留应退未退交流经费１０．３５万元，其

中挪用６万元用于经营性投资；８．市委机关事

务管理局等５个单位将工会经费结余１２．５２万

元转存非税征收局往来账户；９．市归国华侨联

合会、市妇联将上级补助资金８．３万元转入个

人账户予以发放；１０．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等２

个单位往来款列收列支１０１．７１万元；１１．市看

守所报销制度不规范列支各项费用 ２４万元；

１２．汾河管理处支付的城投家园等３家公司劳

务费未按合同约定扣缴社保费用１０２．３２万元。

（四）国有资产管理不完善。１．市汾河管

理处等５个单位应计未计固定资产９１３１．９７万

元；２．市戒毒所在建工程１２１６．３万元未办理竣

工决算审计；３．市污水处理厂和第二污水处理

厂实收资本长期挂账；４．汾河景区共有２２处场

所用于对外出租经营，其中有９处存在违规出

租、违规转包、违规自建、违规占用等问题；５．临

汾市威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无偿占用市公安干

警培训中心５１间办公房。

（五）政府采购不严格。１．市教育局等 ４

个单位未执行政府集中采购６４．４９万元；２．市

环卫局、市汾河管理处化整为零规避集中采购

３１．８８万元；３．市国土局等１１个单位询价采购

流于形式。

（六）往来款清理不及时。市住建局等１０

个单位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挂账 ９８９．４万

元，市政公用局广场管理处等７个单位应付账

款及其他应付款挂账９７２．３万元。

（七）其他方面问题。１．市科技局项目评

审不规范，在其组织的项目评审中存在着本公

司的技术人员以专家身份参与本公司项目的评

审；２．市教育局出租的育花园酒店租赁合同多

年履行不到位；３．市招办、市教育局考试考务补

助发放不规范，金额达４６８．８８万元；４．市城市

特种垃圾焚烧厂对部分医院和个体诊所收取卫

生费时违规签订“阴阳协议”；５．市房地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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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对房产开发企业监管不力，对市级开发企业

监管、检查６３户，覆盖率只有５７％，且对未办

理预售许可违规售房的企业处罚不到位；６．市

企业养老保险所做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中，财政补助资金落实不到位；７．市看守所等

单位应退还未退还当事人保证金及生活费

４５．４９万元。

三、部分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审计情况

（一）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发放不规范。经

抽查尧都区、洪洞县、襄汾县存在以下问题：

１．尧都区、洪洞县随意调高标准发放救助资金

２４９．７万元；２．部分救助对象不符合救助条件，

存在着财政供养人员领取救助金的问题；３．医

疗救助档案资料均存在不健全、不完整的问题；

４．尧都区医疗救助基金结余过大，累计结余

７０６．４７万元；襄汾县和洪洞县财政配套资金不

到位，并且襄汾县未实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教育专项经费监管不到位。经抽查

平阳、同盛、新华中学及市高级技工学校，存在

以下问题：１．平阳中学等３个学校存在截留助

学金、应减免未减免学费及未及时发放助学金

的问题，金额达１１８．１１万元；２．同盛、新华中

学存在未制定助学金实施管理办法，发放形式

不规范，存在未在校公示、以现金形式发放、以

学费抵扣助学金等问题，涉及金额３７０．９万元；

３．同盛中学结余免学费专项资金６．７５万元未

上缴财政。

四、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及资金分配使

用审计情况

上半年对１０个贫困县扶贫政策措施落实

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涉

及扶贫资金１７８０７０．６５万元，扶贫项目８１９个，

抽查贫困村２６７个，入户调查８２４户。主要发

现以下问题：

（一）扶贫资金安全方面。１．汾西县下柳

村未履行承包合同，承包人涉嫌侵占集体资产

２８．８万元；２．浮山等７个县有关单位超标准、

超范围向不符合条件主体安排或发放扶贫资金

２０１．２６万元；３．古县等３个县１５人多头申报

领取扶贫资金４３．３６万元。

（二）扶贫资金拨付和盘活统筹方面。

１．古县等 ４个县财政部门滞拨扶贫资金

９７８３．１２万元，永和等３个县项目实施单位滞留

扶贫资金４６９．６１万元；２．浮山林业局等３个单

位闲置上级财政补助资金７６．１４万元；３．永和

等９个县９类８３项资金统筹整合政策落实不

到位，涉及资金１７４３４．３１万元；４．浮山扶贫开

发中心未按用款计划向东张乡等１１户多核拨

财政资金３８．７５万元；５．大宁扶贫局违规拨付阳

煤集团大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培训费７０万元；

６．山西澳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吉县扶贫开发

中心公司挪用扶贫奖励资金１０６万元归还贷款

本金及利息；７．吉县财政局未将中央财政以工

代赈资金１７７万元计入财政扶贫专户；未配套

以工代赈资金１３２万元。

（三）扶贫项目绩效和管理方面。１．隰县

扶贫开发中心光伏发电选址不当，形成损失浪

费３５２．６万元；２．大宁等９个县产业扶贫项目

推进缓慢，未开工项目 ８０个，未完工项目 １３

个；３．浮山农委、永和中小企业局未按规定执行

政府采购程序１９．１４万元；４．汾西１１个扶贫项

目财务核算管理不规范，涉及金额３６７．７万元；

５．隰县扶贫开发中心将非贫困村确定为光伏发

电项目村，投资扶贫资金７０万元；６．大宁等５

个县４３个扶贫项目实施未能达到预期效益；７．

蒲县村级光伏电站电费结算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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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准识别方面。１．１０个贫困县将不

符合准入条件的１５５４人纳入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２８０人不符合条件享受扶贫政策和金融扶

贫；２．蒲县、隰县扶贫部门未与享受扶贫优惠政

策的企业签订《带动贫困农户协议书》，企业未

与贫困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３．１０个县光伏

项目已建成，均未制订收益分配方案，收益未能

对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４．古县等３个县精准

识别等基础工作不够扎实，建档立卡信息系统

数据与实际上报不一致。

五、审计处理整改落实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局已依法下达

审计报告、审计决定，要求有关单位予以纠正；

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和应当追究责任的，

已依法移送有关部门查处；对管理不规范的，已

建议有关部门建章立制，切实加强内部管理。

审计期间，坚持边审边改，以审促改，效果明显。

截止目前已上缴国库１２５４７．６９万元，盘活存量

资金２２２０．９４万元，拨付征地补偿费１０８９．４万

元，固定资产入账６６．０９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

１９９．８４万元，收回其他资金１８０．８６万元，向主

管部门移送事项或案件１５起，诫勉谈话７人，

移送纪检部门线索２起。

六、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

（一）严格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要进

一步完善预算编制办法，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改

进预算收支的测算方法，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准确性和精细化程度。同时，建立健全预算

执行管理有效机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

管，不断提高年初预算的执行力。

（二）强化专项资金的监管。要建立完善

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各主管部门从项目申报、立

项分类、可行性评价、项目预算、资金管理、项目

实施等方面严格操作程序和标准，同时要加强

财政监督，强化专项资金检查，确保专项资金依

法依规使用，发挥最大效益。

（三）加强政府采购管理。要加强政府采

购预算和计划，做实做细政府采购预算，严格执

行政府采购规定，积极扩大政府采购的覆盖面，

增强采购计划的集中度，切实提高政府采购的

效率和效果。另外，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

理制度，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严格落实国有资产

管理责任制，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

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实行审

计全覆盖的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力监督支持下，有重

点、有步骤、有深度、有成效地开展审计工作，维

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廉政建设，充分发挥审计

监督作用，为建设富裕、文明、绿色、幸福新临汾

做出新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

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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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６年临汾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审计局局长陈焕成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６年临汾市

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

会议指出，市政府及其审计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

委“一个指引、两手硬”重大思路和要求，紧紧

围绕“３４５”发展战略，切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在规范预算管理、维护财经纪律、监督权力运行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审计工作在保障

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的“免疫系统”功能。

会议要求，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

是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依

法审计、科学审计理念，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保

障中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要突出对重

点项目、扶贫资金等财税改革和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的跟踪审计，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重视

审计结果应用，不断健全完善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工作机制，市人大常委会要对审计查出问题

比较集中的部门和单位加强监督，跟踪问效。

要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隐患，促进财政资金高

效使用，为建设富裕文明绿色幸福新临汾作出

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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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进一步提高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会议质量，增强常委会

各项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和科学性，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的有

关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１、常委会会议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用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规范行为，坚

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的

有机统一，为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应有的贡献。

２、要不断增强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始终把树立政治意识、把牢政治

方向作为第一使命，重大情况及时向市委请示

汇报，充分发挥常委会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和

党员组成人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善于从政治上

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

３、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提高政治能力，始

终把服务全市大局、依法履行职责作为第一要

务，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全市工作大局中来谋

划和推进，坚定不移地着眼中心大局，秉持忠诚

担当，通过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宪法和法律法规

的实施，推动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４、要坚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宗旨情怀，始终把

密切联系群众、维护人民利益作为第一责任，坚

持问题导向，坚持创新引领，以民评民说为标

准，民心民力为依靠，民意民声为依据，民愿民

盼为方向，民惠民富为目标，高度负责地关注民

生、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监督推动有关部门做好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５、要建设正气充盈的人大政治文化，厚植

从严治党的政治基础，始终把严守工作纪律、树

立良好形象作为第一保障。建立健全各项会议

运行机制，坚决做到守纪律、懂规矩、顾大局、听

招呼，始终保持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奋发向上的

精神状态和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二、扎实做好常委会会议的会前准备

６、常委会会议议题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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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年度会议议题主要依照每年人代会议通

过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工作要点，经主

任会议研究通过后确定。

每次会议的议题，主要依据年度工作要点

的安排确定。需要增加、变更、撤销议题，由常

委会各机构或组成人员联名提出，经主任会议

决定，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７、常委会各机构要根据议题审议需要，在

会前进行相关法律及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组

织开展会前视察、调查、研讨等活动。

８、常委会组成人员会前应围绕审议议题，

认真学习与议题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有针

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掌握有关情况，为审议作

好充分准备。

９、“一府两院”应当在常委会举行会议的

２０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常委会工作机构

征求意见；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在５日内将意

见反馈报告机关；“一府两院”根据常委会工作

机构的意见，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后，

在常委会举行会议的１０日前送交常委会办公

厅。办公厅于 ７日前发送全体常委会组成人

员。

１０、常委会办公厅及相关机构应细化会前、

会中、会后的各项组织服务工作。通知“一府

两院”由办公厅具体负责，通知相关部门由各

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并明确时间要求和工作标

准，确保工作到位、准备到位。

三、着力提高常委会会议的审议质量

１１、常委会日程安排要科学合理、严格规

范，会议时间服从议题审议质量的需要。一般

安排２次以上全体会议，１次以上联组会议，１

次以上分组会议。全体会议、联组会议由常委

会副主任依照排序轮流主持。对涉及面广、社

会关注度高的重大事项，要安排充足的时间，让

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表达意见。

１２、提请会议审议的议案和报告，由提出人

在全体会议上作说明或者报告。

说明或报告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条理清

楚，通俗易懂。专项工作报告的重点为主要进

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改进工作

的主要措施等方面。报告涉及内容较多的，可

采用附件形式，书面报告一般不超过８０００字，

口头报告一般不超过３０００字。

常委会对口机构负责收集口头报告稿，并

进行审核把关，经分管副主任审定签字后，于会

议召开２日前报送办公厅。

１３、常委会会议上，组成人员应认真准备，

积极发言。审议发言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如

实反映群众的呼声和意见。要带头讲“法言法

语”、讲真话、讲实话，不讲空话、套话、重复的

话。

联组会议审议专项报告时，一般由各小组

召集人进行审议发言，应有书面材料，发言时间

控制在５－８分钟。经主任会议确定的重要议

题，提倡不同意见相互辩论，并可根据需要选定

持不同意见和熟悉相关知识、业务的组成人员

作重点发言。

１４、组成人员要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询问

和质询等手段，审议时如有疑问应及时提出。

列席会议的“一府两院”及有关单位负责人，要

认真听取审议意见，做好记录，解答或说明询问

的有关问题。

１５、常委会会议邀请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

责人列席会议，并邀请与议题相关的人大代表

列席会议、听取报告、发表意见。

１６、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专项工作报

告满意度测评试行办法》，对专项工作报告实

行满意度测评表决制度。

１７、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决定事项均有表决

权。表决必须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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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需要表决的事项采用举手表决、电子表

决器表决或无记名投票表决等方式进行。

１８、办公厅或相关机构应及时汇总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并形成常委会审议意见文稿。

常委会会议认为必要时，可就审议的重大

事项作出决定、决议。

四、严格遵守常委会会议的纪律

１９、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常委会会议的主体，

应当优先执行组成人员职务，出席和参加会议

时要发挥表率作用，严格要求，准时到会。因故

不能出席或不能全程参与的，必须提前书面请

假，由秘书长报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意。

每次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主持

人通报上次缺席人员情况；年度累计缺席两次

者，对其进行函告提醒；累计缺席三次者，或者

有其他原因难以履行职责的，劝其依法辞去常

委会组成人员职务。

组成人员每次会议出缺席情况在常委会公

报和临汾人大网站上予以通报，并作为常委会

组成人员年度履职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２０、“一府两院”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

专项工作报告，应由市长或副市长、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告。市长或

副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经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同意，市人民政府的专项工作报告可委托副

市长或相关部门负责人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委托其副职报告。

２１、列席常委会会议的“一府两院”人员，

必须是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和其有关部门

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

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

因故不能列席会议的，必须向常委会秘书

长报告，并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意，再指派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２２、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席人员不得在会议

中处理与会议无关的其他事务。与会人员必须

佩戴证件，着正装或职业装参加会议。严格遵

守会议纪律，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

约有关要求。

五、切实增强常委会会议的效果

２３、常委会要把审议意见的督办和决定、决

议的监督落实，作为常委会会议的继续和延伸，

作为提高会议质量的落脚点。

２４、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以常委会文件

形式印发，由常委会办公厅负责交“一府两院”

办理。

２５、常委会办公厅牵头负责审议意见及会

议通过的决定、决议的督查协调工作。将督查

任务及时与对口的常委会机构衔接、协调，实施

跟踪督办。必要时可以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对

办理、执行情况进行视察、调研、检查。

２６、“一府两院”及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常委

会通过的决定、决议要认真贯彻执行，在规定的

期限内报告处理结果。

２７、对执行决定、决议及办理审议意见反馈

报告不及时的，常委会以督办函的形式进行催

办，并可组织跟踪督查或检查。必要时可按照

法律规定启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方式

进行问责，确保会议决策、审议意见落到实处。

２８、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决定、决议，会议听

取的专项工作报告、通过的人事任免事项等，依

法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在媒体上向

社会公布，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２９、加大对常委会会议的宣传力度，对常委

会决定的重大事项、监督的重大问题、履职中的

创新经验，要加强深度报道和专题报道，注重报

道的质量和效果。

六、努力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履职能力

３０、围绕“三基建设”，加强常委会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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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在每次常委会召开之前举办“学习讲

坛”，不定期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相关法律

学习和业务培训，有计划地组织常委会组成人

员参加各类考察、视察、调研活动，拓宽知情知

政渠道，进一步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综合素质。

３１、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认真落实常委会组

成人员分工联系市人大代表制度，积极参加选

举单位和代表小组的活动，深入议题所涉及的

第一线，吃透情况，抓准问题。

３２、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维护常委会

整体形象，共同营造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

有纪律又有自由、既严谨认真又生动活泼的工

作局面。

３３、坚持和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工

作制度，建立健全常委会具体工作程序和办法，

提高工作规范化水平。

３４、建立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档案和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制度，增强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

的责任感。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负责解释并监督本

《意见》的执行。本《意见》自通过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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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苏文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在，我就提请本次会议

审议的《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草案）》作

如下说明：

常委会会议是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

基本形式，是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

和意志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权力的主要途

径。常委会会议质量直接体现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的决策水平和议事质量。提高会议质量，既

是人大依法履职的基本要求，也是人大工作与

时俱进的客观需要。为进一步提高市人大常委

会会议质量，增强常委会各项工作的政治性、严

肃性和科学性，根据组织法、监督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的有关规

定，提出本《意见（草案）》。

《意见（草案）》共六部分三十四条内容。

第一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常委会会议提

出了总体要求。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为指引；二是充分发挥常委会党组的领导核心

作用和党员组成人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确保人

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三是要提高政治站位，

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推动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四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监督推动有关部门做好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五是要建设正气充

盈的人大政治文化，始终保持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清正廉洁的良好形

象。

第二部分提出要扎实做好常委会会议的会

前准备。从常委会会议议题的确定、相关机构

会前的培训调研、组成人员会前审议准备、有关

专项工作报告的修改完善以及会议的各项组织

服务工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第三部分提出要着力提高常委会会议的审

议质量。从常委会日程安排、提请会议审议的

议案和报告及有关说明、组成人员审议发言、运

用询问和质询手段、邀请列席会议人员、对专项

工作报告实行满意度测评、组成人员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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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审议意见或决议、决定的形成等八个方面

提出了要求。

第四部分提出要严格遵守常委会会议纪

律。从组成人员参加会议的有关规定、“一府

两院”报告工作和列席会议的有关事项以及会

议纪律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第五部分提出要切实增强常委会会议的效

果。主要对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的督办和决

定、决议的监督落实等事项提出了要求。

第六部分提出要努力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

的履职能力。从加强自身建设、转变工作作风、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和完善常委会议事

规则等制度、建立组成人员履职档案和年度履

职情况报告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以上说明连同《意见（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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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任免市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人员职务的议案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提

请任命：

李晋平为临汾市教育局局长；

吴勇为临汾市规划局局长。

免去：

胡一锋的临汾市规划局局长职务。

请予审议。

临汾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予强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关于提请任免市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人员职务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王振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刘予强市长委托，现将提请本次会议任

免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人员职务的议案作如下

说明：

因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四十四条第十款规定，经临汾市人民政府常务会

议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研究，现提请任命：

李晋平为临汾市教育局局长；

吴勇为临汾市规划局局长。

免去：

胡一锋的临汾市规划局局长职务。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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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提请任免周太生等同志审判职务的

议　　　案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官法》的有关规定，经中共临汾市委常委会议

２０１７年８月７日研究决定、中共临汾市委组织

部部务会议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５日研究决定、临汾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会议讨

论，并报请临汾市委组织部审核同意，我提请任

命：

周太生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刘爱萍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

巨志红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

免去：

冯全生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白小保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审判员职务；

冯春英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

长、审判员职务；

杨　莉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

贾龙刚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

强志坚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

李临平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

请予审议。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翟瑞卿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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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提请任免周太生等同志审判职务

议 案 的 说 明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邵有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翟瑞卿院长的委托，现将提请本次人

大常委会会议任免审判职务的议案说明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第３５条第１款“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

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１１条第３

款“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的规定，提请临

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任命３人，其中：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１人，审判委员会委员２人；免职７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中共临汾市委常

委会议研究决定 ，提请任命周太生为临汾市中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该同志政治上成熟可靠，具备较强的政治鉴别

力和政治敏锐性，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作风正

派，廉洁自律，有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有丰富

的审判工作经验，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

识都比较强，有较强的组织协调领导能力，能够

胜任拟任职务。

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临汾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研究、市委组织部审核同意，提请任命

刘爱萍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该同志政治上成熟可靠，毕业于山西大学法

学专业，具有较强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审

判工作经验，有较高的驾驭庭审能力，在审判实

践中勤奋好学、钻研业务，有开拓创新精神，大

局观念强，组织领导协调能力强，能够胜任拟任

职务。

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临汾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研究、市委组织部审核同意，提请任命

巨志红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该同志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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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功底深厚，长期从事一线审判工作，实践

经验丰富，审判技能娴熟，具有较好的敬业精神

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协调能

力，能够胜任拟任职务。

四、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接市委组织部通

知，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提请免去

冯全生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该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已调整到市

纪委监察委员会任职，根据有关规定，免去其原

审判职务。提请免去贾龙刚临汾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该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已调整到

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任职，根据有关规定，免

去其原审判职务。提请免去：白小保临汾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审判员职务，

冯春英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副庭

长、审判员职务，杨莉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强志坚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李临平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这

五名同志因到龄退休，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免

去其相应的审判职务。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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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翟瑞卿辞去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

规定，决定接受翟瑞卿辞去临汾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职务的请求，报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备案。

关于决定周太生为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院长的议案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有关规定，

主任会议提请：

决定周太生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

长。

请予审议。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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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决定周太生为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院长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乔建军

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我就决定周太生为市中

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的议案作如下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

定，经中共临汾市委提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提请本次会议决定，周太生为临汾市中级人

民法院代理院长。

以上说明连同议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周太生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院长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于二Ｏ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根据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周太

生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

·４４·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任免职

表　决　办　法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

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次会议表决由市人民政府市长

提请任命的２人，免职的１人；由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提请任命的３人、免职的７人。

第三条　本次任免职表决使用电子表决器

进行表决。

第四条　本次表决分二次进行。第一次对

市人民政府市长提请任免的市人民政府工作部

门人员进行表决。第二次对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提请任免的人员进行表决。表决任免职项

时，先表决免职项，后表决任职项。实行逐人表

决，每表决完毕一人，由主持人当场宣布表决结

果。

第五条　同意拟任职务或拟免职务的，按

赞成键，反对的按反对键，弃权的按弃权键。

第六条　如电子表决器发生故障，先排除

故障，短时间内无法排除故障，经主任会议研究

同意，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第七条　任职或免职的人员获市人大常委

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票方可通过。

第八条　本表决办法未尽事宜，由常委会

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

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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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职 发 言

周 太 生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委决定，组织提名我拟任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并提请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倍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厚望。今

天，面对庄严的国徽，面对神圣的使命，我为自

己能有机会来临汾工作，为临汾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深感荣幸和自豪。下面，将我的基本

情况和今后工作打算作简要汇报，请予审议和

批评指正。

我叫周太生，男，１９６６年８月出生，山西榆

社县人，１９８８年８月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

配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１９９５年６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２００１

年１１月任省高院立案庭副庭长，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任省高院督查室主任，２０１６年３月任省高院刑

事审判第一庭庭长，２０１７年８月任临汾市中级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我在担任立案庭副庭长期间，率先在全国

法院实行电脑随机分案制度改革。在担任督查

室主任期间，山西高院的督查、人大代表联络、

网络舆情工作走在全国法院前列，督查室也荣

获 “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在担任刑一庭庭长

期间，我坚持以党建工作为主线，以建设学习型

庭室为抓手，取得了明显效果，刑一庭被省直工

委确定为“两学一做、学以致用”先进典型。我

担任二审审判长，顺利审结内蒙古自治区政协

原副主席赵黎平故意杀人、受贿一案（这是我

省法院成立以来审理的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

犯罪案件）；全程现场指导了阳城县法院对程

幼泽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５·２３”黑社会

高调出狱案）的开庭审理和太原中院审理的

“１２·１３”王文军致死河南农妇案的宣判工作。

２０１７年６月，刑一庭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被省劳动竞赛委员

会授予“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持服务发展大局，认真履行审判职责

我要认真按照市委的总体部署，紧紧围绕

“３４５”战略，勇于担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妥善审理涉及扶贫、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等

案件，依法严惩贪污、挪用扶贫款物等犯罪，服

务保障精准脱贫攻坚战。公正高效审理环境污

染案件，推进环境治理和城乡环境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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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妥审理商事案件、涉企业纠纷，最大限度维护

企业正常经营，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依

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着力维护社会稳定，为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牢记司法为民宗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

我要始终牢记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努力

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和期待。继续深化打

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注重民事调解，做

好诉调对接，全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加强执

行规范化建设，推进“阳光司法”，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三、认真落实“两个责任”，进一步加强自

身建设

我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认真落

实“两个责任”，永远保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

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和省委、市委的各项要求，带头严

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持从严教育、从

严管理、从严监督，确保廉洁公正高效司法。始

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全部心思放在审判事

业上，勇于担当，奋发有为，努力实现“上水平、

创一流”的目标。坚持以实践需求为导向，加

强业务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的能力水平。

四、完善管理监督机制，不断提高司法公信

力

我要积极适应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新型

审判权力运行方式，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着力构建科学、规范、高效的审判管理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大管理格局，全面加强案件

质量管理。加快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注重现代

技术与执法办案、审判管理的深度融合，为公正

司法提供技术支撑。要牢固树立主动接受人大

监督意识，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促进全

市法院工作新进步、新发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组织

调整我到临汾中院工作，自己深感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如果常委会通过我的任职，我将在市

委的坚强领导、市人大的有力监督、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下，一定不辜负党

组织的信任、同志们的厚爱和人民群众的期待，

团结和带领临汾两级法院的全体同志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开拓

进取，扎实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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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职 发 言

李 晋 平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刘予强市长提名我担任临汾市教育局局

长，提请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能够在人大凝重庄严的会议上作供职发言，我

深感荣幸。下面，我将自己的基本情况和今后

工作的设想作一简要汇报，请予审议。

我出生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７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５年８月参加工作。历任临汾

一中办公室主任、临汾一中副校长、临汾三中副

校长，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洪洞一中

校长，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临汾市教育局副局长。

参加工作特别是担任县级领导职务以来，

我注重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扑下

身子解决问题，始终恪守“诚实赢得信任，工作

树立威信”的人生格言。在学校工作期间，认

真贯彻党关于教育的方针政策，顺应发展大势，

明确工作思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脚踏实地、

乐于奉献，先后荣获了山西省优秀德育工作者、

临汾市五一劳动奖章、临汾市名校长等荣誉。

到教育局分管基础教育工作以来，转变作风，强

化管理，以整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工作。

１１个县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县认定

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

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继续攀升，今年高考达二批

本科Ｂ类线以上总人数：１７４２４人，比２０１６年

增加８８９人。达线率４５．１３％，比２０１６年达线

率提升２．２６个百分点。一本达线率１４．５７％，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这次提名我担任市教育局局长，我深感担

子很重，压力很大。如果此次常委会通过对我

的任命，我将针对目前教育存在的入园难、民办

热、山区弱等问题，精准发力，破解难题，将临汾

教育事业带入全省第一方阵。我将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给我的学习和工

作机会，变压力为动力，在新的起点上，兢兢业

业，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办好教育事业，向党和

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具体做到以下五点：

一、注重理论学习，解放思想提升境界。认

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专业理

论知识，深入贯彻落实市四次党代会精神，始终

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清醒。扎实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维护核心、见

诸行动主题教育，进一步提高思想境界，提升发

展水平，创先争优，争先进位，以思想大解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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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大转变，实现教育新跨越。

二、忠实履行职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实施学前教育公益

普惠工程，强力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和普惠性

幼儿园认定；扎实做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县认

定工作，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水平；不断

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深化课程改革，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落实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资助政策，实施

特殊群体接受义务教育扶持工程，确保每名学

生不因家庭困难而失学，努力促进教育公平。

三、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构建现代教育体

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了总体部

署。当前和今后，我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将努力做到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教育公

平、提高教育质量为主线，以改进教育管理方

式、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

为重点，不断完善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

代教育体系，尽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

样化教育需求。

四、坚持依法行政，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

化依法行政意识，严格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

职权、履行职责，全面推行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严格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自觉

接受人大监督，积极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

和意见，认真负责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

提升依法执政水平。

五、加强作风建设，树立教育良好形象。坚

持抓班子带队伍、抓作风树形象，讲大局重团

结、讲操守重品行，抓好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

职员工廉洁从教、中小学生敬廉崇洁三项教育。

完善“目标责任、考核奖惩、监督检查”三个体

系，建立市县两级教育督导责任区制度。带头

深入基层深入师生，带头求真务实狠抓落实，树

立新风正气，提升工作效能，努力办好健康和

谐、人民满意的教育。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由

衷地感谢组织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关爱。如果

常委会能通过对我的任职，我一定尽心尽力、尽

职尽责、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绝不辜负各

位领导和各位委员的信任和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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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职 发 言

吴　勇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刘予强市长提名我担任临汾市规划局局

长，并提请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这是组织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深感荣幸。

下面，我将自己的基本情况和今后的工作设想

作一简要汇报，请予审议。

我出生于１９７１年５月，山东泰安人，中共

党员，大专学历。历任行署地矿局地质办副主

任、主任，市城区土地管理办公室主任，市国土

资源局人事教育科科长、执法监察科科长、安泽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汾河文化生态景区管理处

主任，现任临汾市规划局党组书记。

回顾多年的工作，我深感城乡规划工作的

重要性，在城市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

规划发挥着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重要作

用，也是政府调控土地空间资源的重要公共政

策。在担任安泽县副县长期间，主要分管城建

规划工作，在工作中十分注重城市规划的战略

引领和刚性控制，先后主持编制了《安泽县城

市总体规划》、《安泽县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十

余项城乡建设规划，形成一张互相衔接、自成体

系的蓝图；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主抓

“一纵一横”旧城改造提升等工程，使县城面貌

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汾河文化生态景

区工作期间，执行市人大《关于设立百里汾河

生态文明保护区的决议》，大力实施人工湿地、

水体治理、绿化提质等工程，制定了“三步走”

发展战略，立足把景区打造成临汾对外宣传的

形象窗口。这次提名我为临汾市规划局局长，

我更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但是有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有市人大的监督支持，我有信

心、有决心，进一步发挥好市规划局的工作职

能，确保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并努力做好以

下几点：

一、坚持不断学习，党建引领强素质。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把提高政治素质、加强党

性修养作为首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开展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活动，加

强“三基”建设，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勇于担

当作为，为做好规划工作夯实基础。

二、坚持超前谋划，围绕中心抓发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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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制定、审批和监督实施部门，我们将紧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一个指引两手硬”的重大

思路和市委“３４５”及市政府“１２３４５”战略部署

要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在规划思路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增强规划

科学性、指导性，全面发挥城乡规划的统筹引领

作用。注重规划编制，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强化

系统思维，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和周密部署，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文

化特色、建设管理等多种因素来制定规划，不断

提升城市环境质量、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全力

推进临汾特色城镇化建设。

三、坚持团结协作，带好队伍聚合力。抓好

队伍建设，提高工作效能，是完成各项任务的重

要保证。要以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为重点，

不断提高领导班子驾驭全局的能力，充分调动

班子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在班子中，营造互相

信任、互相包容的良好氛围，形成团结和谐、共

谋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全面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在全局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

好氛围，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建设一支学习型、服务型、廉洁型的高素质规划

队伍，同时要注意调动每位同志的工作积极性，

发挥各自特长，搭建好他们施展才华的良好平

台，使大家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共同发展。

四、坚持依法行政，率先垂范树形象。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自觉加

强法律法规的学习，率先学法、懂法、用法，在法

治轨道上开展工作。不断强化内部制度建设，

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严格执法责任，严厉打击

违法建设行为。坚决贯彻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虚心听取意见，认真改进工作，积

极配合代表执行职务活动，认真办理好代表的

意见建议。同时，带头执行廉洁从政的各项规

定，坚决反对“四风”，深怀忧民之心、恪守公仆

之责、常修节俭之德，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由

衷地感谢组织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关爱。如果

常委会能通过对我的任职，我一定尽心尽力、尽

职尽责，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绝不辜负各

位领导和各位委员的信任和重托，以优异的成

绩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为我市决胜全面小康，实现振兴崛

起，建设富裕、文明、绿色、幸福新临汾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十九大胜

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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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职 发 言

刘 爱 萍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翟瑞卿院长提名我作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并提请临汾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

信任和重托，我表示衷心感谢，并恳请各位领导

对我的供职发言予以审议和指正。

我叫刘爱萍，女，１９６７年４月出生，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学历，山西省平遥人。现任临汾市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四级法官。

多年来，我坚定政治立场，牢固树立“公正、廉

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力行重实际、说实话、

办实事、求实效。自２００２年６月份任民事第一

审判庭庭长以来，始终坚持在审判工作的第一

线，将案件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以公正司

法、为民司法为基本原则，努力解决当事人之间

的民商事纠纷，平息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深得

全院干警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在我任民事

审判第一庭庭长期间，我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获

得２０１２年１月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２０１１

年度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１２年３月临汾市妇联

授予“优秀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称号；２０１２年４

月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和谐司法先进单

位”称号；２０１２年７月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机

关委员会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２０１４年

５月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民事审判工作

先进集体”。

审判委员会委员对我来讲是一个崭新的职

务，如果市人大常委会能过审议通过我的任职，

我将不辜负市委、市人大、中院党组对我的期

望，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干好本职工

作，自觉接受市人大和人大代表的监督，保证在

今后的工作中做到：

一、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我将矢志不渝地忠实于宪法，忠实于法律，

忠实于党，忠实于国家，忠实于人民；不折不扣

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折

不扣地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折不

扣地认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和决

定。忠实认真履行审判委员会委员职责。

二、坚定司法为民的理想信念，认真踏实开

展工作

我将认真学习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努力改进审判作风，全面落实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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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为民的各项措施，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

率的司法理念，切实以公正、高效、廉洁、权威的

审判活动，不断推动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

大限度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加强自身修养、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法官

我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牢记政治使命和

党章、党纪、党规，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廉洁自律，做到正人先正己，正言先正行。坚持

秉公执法，廉洁办案，以实际行动维护人民法院

和人民法官的形象。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如果

本次会议未能通过我的任职，说明我不具备任

职资格，我将认真反思和查找不足，努力工作，

迎头赶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组织的安

排，在本职岗位上继续勤奋工作。

我诚恳地请求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和

各位委员对我的工作予以帮助、指导和批评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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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职 发 言

巨 志 红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翟瑞卿院长提名我担任临汾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并提请临汾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这是组织和人民对我

的信任和重托，我表示衷心感谢，并恳请各位领

导对我的供职报告予以审议和批评指正。

我叫巨志红，１９６６年９月出生，中共党员，

山西省侯马市人，本科学历。１９８９年７月毕业

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毕业后分配至山西

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１９９３年任助理审

判员，１９９９年任审判员，２０００年任立案庭副庭

长，２００３年任民三庭庭长，２０１１年至今任民四

庭庭长。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或

者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司

法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市人大常委

会能审议通过我的任职，我将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自觉接受市人大和市

人大代表对我的监督，竭尽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人民的厚望。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做好以下方面：

一、坚定政治信仰，忠诚司法事业。作为一

名人民法官，我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坚持和

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热爱司法事

业，珍惜法官荣誉，牢固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

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认真履行法官职

责。

二、坚守职业道德，确保公正廉洁。我将自

觉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在本职工作和业外活动

中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职业操守，恪守法官良

知，严格遵守廉洁司法规定，树立正确的权力

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

励，坚守廉洁底线，依法正确行使审判权。

三、总结业务经验，发挥业务特长。我将首

先对自身审判经验进行归纳总结，为审判委员

会的裁判研究和经验总结工作提供实务参考，

促进本辖区两级人民法院裁判标准的统一；同

时，充分发挥业务特长，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和思

维能力，对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提出意见，履行

一名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尽的职责。

四、扎实业务能力，提高审判水平。我将继

续坚持学习，精研业务，不断提高自身法律修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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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及时更新法律知识，学习先进的裁判经验，

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积极应对互联网经济下

的新型案件，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先进的裁判经

验，作出公平公正的司法裁判。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如果

市人大常委会能够审议通过我的任职，我将严

格要求自己，不辜负组织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

厚望，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自觉接受市人大和人

大代表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为维护司法公正贡献自己的力量！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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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
正案，第七十九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
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文本为标准文本。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

《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
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在其常务委员会公报、《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
遍发行的其他报纸上刊登，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遍发
行的其他报纸应当在法规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刊登公布法规的公告及法规全文。较大的市
的法规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应当及时在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和本市普遍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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