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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聚焦

几间干净的羊舍里，挤满了160只
肥羊。李玉彪是天镇县卅里铺乡范家
屯村的贫困人员，妻子做过开颅手术，
家庭一度陷入绝望。在村党支部的帮
扶下，李玉彪申请到5万元扶贫贷款，
开始养羊。“养羊是条出路，一只羔羊养
一年后可以挣300元，100多只羊的收
入挺可观。”李玉彪盘算着。

李玉彪摆脱贫困的故事，是我省脱
贫攻坚的生动写照。小康路上一个都不
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
脱贫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今年
2月27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包括
大同市广灵县在内的17个贫困县（区）
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山西58个
贫困县（区）实现脱贫摘帽，区域性整体
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直面问题，方能攻坚克难

“大宁穷，大宁偏，大宁就在黄河
边！大宁苦，大宁难，大宁西瓜大又
甜！”这是十几年前，一位大宁瓜农编的
顺口溜。除了“王婆卖瓜”式的自卖自
夸，言外之意更多的是对贫困的无奈和
辛酸。

如同“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
是难啃的硬骨头”。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大宁作
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开始探索“赋权
于民”。

2016年以来，大宁县招商引资入
驻了山西新大象集团、山西大宁隆泰双
创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山西鸿晋科技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仅该县曲峨镇道教
村就有50多名村民进企业当起了工
人，他们工作、种地两不误。村专业合
作社还开了两处“农家乐”，村民和集体
经济收入都大翻番。大宁县“赋权于
民”的精准扶贫新路径点燃了众多贫困

户对脱贫摘帽的坚定信心和对小康生
活的希望。

2017年以来，大宁县在脱贫攻坚
中践行新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生态
脱贫”创新之路——购买式造林，在兴
林增绿中让群众脱贫，实现生态建设与
脱贫攻坚的互利双赢。何谓“购买式造
林”？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做好规划
设计，贫困户占80%的造林合作社经过
竞价和议标承接造林工程，与乡镇政府
签订购买合同，自主投资投劳造林，成
活之后，政府购买造林服务，树随地走，
林权不变。

该县把购买式造林的成功做法，
拓展到农村道路、水利、贫困村提升等
领域，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把村民组
织起来，承接工程，发展产业，实行自
治。中央党校徐祥临教授评价道：“满
足国家、壮大集体、富裕自己是大宁经

验的精髓，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重大创新。”

曙光在前，唯有全力以赴

“精准扶贫”理念，成为新时期扶贫
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初春阳光照耀下，走在广灵县
蕉山乡西崖头村沿河而建的水上廊
桥，犹如来到了“江南水乡”，令人心旷
神怡。很难想象，这样优美的画面，一
年多前还是蚊蝇漫天飞、气味难闻的

“臭水沟”，能有如此巨大改变，得益于
乡村提升工程。垃圾清走了，淤泥清
理了，消失了20多年的泉水又重新涌
了出来。

环境的改善直接带动了产业转
型。“西崖头村现在是我们重点打造的
乡村旅游示范村，我们要在改善村民人
居环境的同时，也让咱老百姓吃上‘旅

游饭’。”蕉山乡党委书记傅锦魁说。
“让老百姓过上更加体面、更有尊

严的生活。”面对农村基础条件差、农
民住房历史欠账多的实际，该县举全
县之力实施乡村提升工程和农村安居
工程，把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融
合推进，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候选名单。

在梁庄乡易地扶贫安置点，一栋栋
楼房、一排排新居映入眼帘，好似城里
的花园别墅。搬迁户程爱军说：“做梦
也没想到能离开穷山沟，搬到政府给盖
的楼房里住，这里就是我们奔向全面小
康的新家园。”“十三五”期间，广灵县科
学规划、精心选址，累计投资6亿元实
施了7个乡镇48个村9500多人的易地
搬迁工程，7个搬迁安置点建设昼夜施
工，一排排明亮的房屋成为搬迁群众告
别贫困的新家园。 （下转第4版）

2月27日，经省政府批准，17个县（区）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省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记者 张 云

本报太原3月11日讯（记者 王
媛）今天，记者从省文物局发布的《山
西省文物局2020年工作要点》中了解
到，2020年全省文物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紧紧抓住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主
线，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聚焦文
旅融合、聚焦让文物活起来、聚焦基
础基层、聚焦制度建设、聚焦结果导
向，努力把全省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
高到新水平。其中，“数字化”作为高
频词，成为2020年山西文物保护工作
的关键一环。

今年，省文物局将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文物安全全面巡检。采取

“志愿者+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组建全国首家常态化、专业性文物
安全巡检队伍，对世界文化遗产地
和国保省保文物单位实现全覆盖巡
查，对市县保文物单位进行不定期
抽 查 巡 查 ，发 现 问 题 及 时 督 办 整
改。在建设文物安全数字监管系统
方面，年内将建成国保、省保文物安
全监管系统，逐步延伸覆盖全省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最终实现文物安
全监管可视化、信息化、标准化，全
面提升预警防范效能。

为加快文物数字化保护步伐，出
台《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

指导意见》，是省文物局2020年的一项
重要工作，此举将规范开展重要国保、
省保及濒危彩塑壁画数字化采集工
作，逐步实现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全
覆盖。针对流失海外的文物，山西将
建成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革命
文物、山西流失海外文物等公共数据
平台和直属博物馆资源共享系统，建
设山西省文物遗产综合应用平台，推
进文物保护、利用、管理、研究信息化
整合共享。

省文物局在推动三大板块的文旅
融合时，重点在长城板块得胜堡、广武
长城、老牛湾堡三个重要点段，黄河板

块蒲津渡蒲州故城遗址、碛口古建筑
群、克难坡第二战区司令部旧址三个重
要遗址，太行板块武乡、左权、黎城抗战
文物密集区，规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
在贯彻落实《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
利用条例》时，启动红色文化遗址调查、
认定、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

围绕考古、古建筑和博物馆三大
门类，省文物局在2020年将集中力量
在华夏文明起源、晋文化研究、北朝民
族融合研究、古建筑和彩塑壁画、青铜
文化研究中形成山西优势，推进佛光
寺东大殿修缮保护工程，启动20处国
宝级文物动态监测预警和保护展示利

用工作。
在文物研究方面构建完善的人才

体系，2020年省文物局依托20处国宝
级文物组建20支科研梯队，安排专门
课题和项目经费重点支持，通过项目
锻炼人才、提升研究水平。布局一批
省级文物保护科研基地，培育云冈石
窟研究院申报国家重点科研基地，联
合地方政府和科研院所推动“五台山
学”“云冈学”等成为专门研究学科。
支持古建所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彩塑壁画中心开展科技厅基金项
目研究，鼓励引进院士技术团队开展
关键技术专项攻关。

省文物局2020年工作要点明确

我省加快文物数字化保护步伐

本报太原3月11日讯(记者 王媛)
3月10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布闻喜
邱家庄墓地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考
古专家称，此次在闻喜邱家庄墓地发
掘的1座墓葬为一晋国晚期高等级大
墓，出土文物共计1700余件，是目前为
止山西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

据介绍，该邱家庄墓地M5001墓
葬口大底小，墓底距现地表约18.8米，

无墓道。发掘出土的文物共计1700余
件，全部为小件器物，器类有陶、铜、
铁、金、玉、石、贝、骨、料器等，出土器物
的造型、纹饰均带有明显的晚期晋文
化风格。

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称，该
墓葬是目前为止山西发掘的规模最大
的东周墓葬，依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
判断该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早期。邱家

庄墓地M5001墓主人应为晋国高级贵
族夫人，这一组大墓或为晋幽公或早于
晋幽公的其他几位晋公之墓地。上郭
城址和邱家庄墓群地处晋国“古曲沃”
核心区域中，是东周时期晋国宗庙所在
地，目前已勘探发现的邱家庄墓地5组
大型墓葬均有可能是晋国国君及夫人
墓葬，这对推进晋文化和晋国历史研究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推进晋文化和晋国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闻喜邱家庄墓地发现一晋国晚期高等级大墓

本报太原3月 11日讯（记
者 王佳丽）记者今天从省地勘
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地勘工作将
坚持“支撑服务”工作定位和“发
挥优势、对接需求、支撑政府、服
务社会”工作思路，不断完善“做
强事业、走强市场”业务布局，确
保全局经济平稳增长，民生保障
持续改善，队伍改革平稳有序，
为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地质工作保障。

今年我省地勘工作总体目
标是服务全省能源革命，能源资
源勘查取得重要进展；产业经济
增速不低于6.1%，新兴产业占比
明显提高；支撑服务体系进一步
完善；海外项目、商务和运行机
制取得突破；人才队伍建设和科
技创新取得积极进展；体制改革
平稳有序。

省地勘局提出，项目是发展
的重要载体，今年要按照跨年

度、全省域、领导重视、社会关
注、发展需要的大项目思路，突
出抓好地勘基金、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的立项实施工作，借力支撑
政府，撬动市场项目，做到“谋划
一批、储备一批、签约一批、实施
一批”，引领全局的经济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在支撑政府方面，
做好传统优势项目，夯实基础地
质调查工作，力争煤、铝等传统
矿产勘查取得突破，做实地质灾
害防治技术支撑服务，力争在地
热资源等战略性新型矿产勘查
和选矿工艺、干热岩高温钻井工
艺研究、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
警示范等方面取得突破，提升全
局地勘科技水平。在服务社会
方面，大力推广高陡边坡岩石覆
绿生态植被修复技术等科技创
新成果，应用于矿山生态修复工
程和矿山生态修复试验区建设，
服务于我省黄河流域生态治理。

聚焦支撑服务 狠抓项目建设

省地勘局为全面小康提供地质工作保障

本报太原3月 11日讯（记
者 张剑雯）记者今天从省住建
厅了解到，我省将积极吸引一批
省外优秀建筑业企业在我省安
家落户。今后，对省外入晋的建
筑业企业，连续三年严格按规定
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未发生
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等不
良信用行为的，可享受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存储减免优惠政策。

我省将进一步提升对入晋
建筑业企业的服务水平，其中在
项目手续办理方面，对建筑市场
信用评价为A级的省外企业，将
优先采用项目审批承诺制，减少
审批环节，缩短办理时限，加快

项目落地。同时明确，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省外入晋企
业直接或变相擅自设置任何审
批、备案事项，或收取没有法律、
法规等规定依据的任何费用或
保证金等。

对其中建筑市场信用评价
等级为A级的，免予存储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对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的，按照原存储金额的 50%
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对市
场行为规范、企业信誉良好的省
外入晋建筑业企业，建筑市场信
用评价等级为A级的，在我省境
内承接业务和参加建设工程投
标时，投标保证金减半收取。

推出多项优惠政策

我省积极吸引省外优秀建筑企业在晋落户

本报太原3月 11日讯（记
者 欧志强）近日，省林业和草
原局印发《关于发布〈山西省第
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的通
知》。记者获悉，本次发布的省
级重要湿地，是经省政府第57次
常务会议同意，认定的我省第一
批10处省级重要湿地。

本次发布的重要湿地分别
是：垣曲黄河小浪底库区省级重
要湿地、洪洞汾河省级重要湿
地、沁县漳河源省级重要湿地、
左权清漳河省级重要湿地、介休

汾河省级重要湿地、孝义孝河省
级重要湿地、右玉苍头河省级重
要湿地、山阴桑干河省级重要湿
地、云州桑干河省级重要湿地、
广灵壶流河省级重要湿地。

《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把湿地保护工作列入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细化
责任，创新举措，全力做好湿地
保护、修复，发挥湿地的综合生
态功能。要积极构建湿地保护
管理长效机制，加强部门协调，
形成湿地保护合力。

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我省发布第一批10处省级重要湿地名录

本报太原3月 11日讯（记
者 齐泽萍）省人社厅近日下发
通知，面向我省所有企业组织开
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拟开
展评价的职业（工种）应以本企业
生产一线的主体技能型职业（工
种）为主，从业人员较多，与主营
业务直接相关，在业内具有一定
影响力。

2019年，省人社厅分两批公
布了22个中央企业和18个省属
国有企业自主开展企业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为加快
技能人才评价认定，今年决定在
前期试点的基础上，面向我省所
有企业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工作。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企业
应是依法设立、管理规范、信用良
好，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建立
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
衔接机制，具有完善的人力资源
管理制度和激励约束措施。具有
与评价职业（工种）相适应的办公
场所、试卷档案保管场所以及相
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专家队伍、考
评人员和质量督导人员。具有与
评价职业（工种）相适应的场地、
仪器仪表、视频监控等硬件设施
和设备。能够足额提取并合理使
用企业职工教育经费，能够为职
业技能等级评价工作提供稳定的
经费保障，评价活动不以营利为
目的。

从前期试点到面向所有企业开展

我省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扩围”

今日关注

扶贫贷款让天镇县范家屯村养殖户发扶贫贷款让天镇县范家屯村养殖户发““羊羊””财财。。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云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