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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富平大事记

1月

2日　富平籍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

学校长李校堃考察富平县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发

展情况。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

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陪同。

同日　全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推进暨培训会召开，副县长惠新宇出席。

3日　富平县举办首届柿饼展销暨拍卖大

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

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

试验区党委书记王永丽等出席。

同日　富平县女企业家协会、青年就业创

业协会“凝心聚力、同心共助”主题联合年会举

办。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

出席。

7日　政协富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开幕。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

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刘

有辉、雷丁林、范月丽、王永丽、杜银虎、张少

林、余传庆等参加。

8日　富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

海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

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陕西省评估验收蒲城县富平县“双高

双普”暨督导考核县级党政领导履行教育主体责

任反馈会召开。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专职副主

任、省政府教育总督学王恒斌，省督导考核组组

长张新民，副市长高洁，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等参加。

9日　市委书记魏建锋来富平县走访慰问困

难职工、优抚对象和困难群众。市委常委、县委

书记郭志英，市委秘书长朱福俊等陪同。

10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走访慰问

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县委组织部

部长刘有辉等陪同。

13日　县长张海乾看望慰问困难职工、退休

老干部、军烈属等。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

区党委书记王永丽等陪同。

同日　富平县举行“四城联创”志愿服务项

目启动仪式。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

县委常委景军荣、张少林等出席。

14日　全县2019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报告测评

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市考核

组组长、市委副秘书长党国栋，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任润民，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在

家县级领导参加。

同日　宝能城发集团西安公司副总经理张威

一行来富平县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

志英，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富产业合作园区管委

会主任胡广鑫等陪同。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县融

媒体中心调研指导媒体融合发展工作。县委宣传

部部长范月丽陪同。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看望慰驻

富某部队官兵。常务副县长景军荣陪同。

15日　全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总结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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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八巡回

指导组副组长蒋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润民，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刘有辉、雷

丁林、范月丽、王永丽等参加。

同日　全县2019年度党（工）委书记抓党建

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

县委常委景军荣、刘有辉、雷丁林、范月丽、王

永丽等参加。

同日　县委中心组第一次学习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

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在

家县级领导参加。

16日　富平县召开2020年党管武装工作会

议。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

参加。

同日　富平县举行“社会应急救援队伍”授

牌仪式。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参加。

20日　富平县召开2020年春季征兵工作会

议。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22日　全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

作会议召开，县长张海乾，副县长惠新宇参加。

23日　县长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前往

电信公司、融媒体中心、交警队女子岗台、城市

公交服务中心、110指挥中心、政府值班室等单

位，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

25日　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后，县长张海

乾传达贯彻中省市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县疫情

防控工作。

28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西禹

高速富平出口、淡村镇瓦头坡留验点、王寮职中

隔离点和老实人超市实地督导检查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城关街道、东华街

道、梅家坪镇青岗岭过境检查点、岔口村过境检

查点督导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30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富蒲界检查点（留验

站）、美原镇美原村、流曲镇大岗村检查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

2月

1日　县长张海乾前往药材公司、科林超

市、老实人超市检查疫情联防联控及物资储备保

障工作。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王寮集中医学观察

点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2日　县长张海乾前往王寮职中集中隔离点

所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3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淡村

镇、西禹高速富平出口检查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4日　县委召开2020年第4次常委会。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应急指挥部）专家组会议，研究全县首例

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排除有关工作。

5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地检查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10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全县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应急指挥部）会议，研究全县分区

分级有序复产复工等工作。

11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高

新区、西禹高速富平出口等地检查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

同日　全县春季农业生产专题会议召开。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省应急指挥中心检查组来富平检查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县长张海乾，副县长惠新宇

陪同。

13日　市委书记魏建锋来富平检查疫情防控

工作。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

等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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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确诊病例荆某工

作专班的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县委组织部部长

刘有辉参加。

17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县中

医院检查指导发热门诊改造工作。常务副县长景

军荣等陪同。

19日　省委书记胡和平来富平调研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卢建军，市委书记魏建锋，市长李毅，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等陪同。

20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县中

医院检查发热病房运行情况。

同日　富平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会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张少

林等参加。

22～23日　国务院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第

二十六工作指导组组长张俊华一行来富平县调研

指导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省卫健委副主

任、省保健局局长赵岚，市委书记魏建锋，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等陪同。

23日　富平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会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张少

林等参加。

24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西禹

高速富平出口检查疫情防控点撤除情况。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一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关心爱护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医务人员等重点工作。

25日　县委中心组第3次学习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

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县

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26日　县长张海乾前往陕西省富平监狱、

陕西省庄里监狱和县看守所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区党委书记王永

丽陪同。

27日　全县春季农业生产暨脱贫攻坚工作会

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 月　各县级领导带队，深入全县各镇

（街道）、各企业、单位和农业合作社检查疫情

防控工作。

3月

3日　全县18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

行。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

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出席。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轩文实业、富化化

工、北新建材、中冶陕压等企业检查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情况。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区党

委书记王永丽陪同。

4日　尤邦口腔连锁集团慰问抗疫一线工作

者捐赠仪式举行。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

长景军荣出席。

5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薛镇

赵老峪北村检查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陪同。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留古镇和张桥镇检查

疫情防控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9日　县委中心组第4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2次常务会议，研究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就业产业扶

贫、中省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安排、统筹整

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等重点工作。

10日　四季阳光酒店项目开工仪式举行。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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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薛

镇、老庙镇检查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同日　全县近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专题会议

召开。县长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

委张少林、张冲等参加。

12日　富平县开展干部群众义务植树活动。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13日　富平县2020年重点项目推进会召开。

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

参加。

同日　县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召开。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区党

委书记王永丽参加。

同日　全县安全生产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参加。

16日　全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全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会召开。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等在家县级领导参加。

17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老庙镇万斛山、美原

镇金粟山检查指导疫情期间脱贫攻坚及春季森林

防火工作。

同日　富平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召开。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雷丁林

等参加。

同日　省发改委副主任、江苏省对口帮扶陕

西省工作队队长杭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镇江渭

南工作组组长林丹如一行来富平调研苏陕扶贫协

作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陪同。

2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复工

复产陕西调研组第三小组组长、商务部市场建设

司副司长胡剑萍带队来富平调研复工复产工作。

市委副书记王瑞峰，常务副市长王晓军，县长张

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等陪同。

同日　渭南市脱贫攻坚北部片区督导工作富

平对接会召开。北部片区督导团副团长、市政协

副主席杨文斌，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

参加。

24日　2020年渭南市第一季度招商引资网络

云签约活动举行。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

县长张海乾，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区党委

书记王永丽，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等出席富平

分会场签约仪式。

同日　全县2020年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

军荣等参加。

25日　全县“十四五”规划编制研讨会召

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参加。

26日　富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召开。县

长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

长张少林，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等参加。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庄里试验区永安村、

谷张村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冲刺行动。

同日　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召开。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3次常务会，研究部署2020年春季开学准备情况、

苏陕扶贫协作项目建议计划、扶贫资金投资建设

羊奶产品加工园项目等重点工作，各副县长参加

会议。

27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富平中学、迤山中

学、莲湖初中、蓝光中学等检查校园疫情防控和

开学准备工作。

同日　富平县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

作动员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政法委

书记杜银虎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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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副县长乔阳博参加。

28日　空军军医大学政委王宝红一行来富平

调研，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陪同。

29日　省长刘国中一行来富平调研清明节安

保维稳工作。市委书记魏建锋，市委常委、县委

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

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陪同。

同日　省英才委员会来富平调研。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等

陪同。

4月

1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薛镇督战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百日冲刺行动工作。

同日　富平县清明安保维稳工作会召开。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政法

委书记杜银虎参加。

2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全县春季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会议。

同日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广智前往淡

村镇荆山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县长张海乾，县

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陪同。

同日　全县脱贫攻坚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春季开学专班工作协调会召

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

辉，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雷丁林等参加。

3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薛镇

下沟村、瓦李村、九龙村、达坡村指导脱贫攻坚

工作。

同日　富平县苏陕扶贫协作工作推进会召

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

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学习强国”渭南学习平台

使用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

参加。

4日　省委书记胡和平，省长刘国中，省政

协主席韩勇来富平调研清明安保维稳工作。市委

书记魏建锋，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

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政法委书记杜

银虎等陪同。

8日　县委中心组第5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薛镇

前坡村、湾里村、沟龙村、湘子村指导脱贫攻坚

工作。

同日　富平县召开2020年党务工作会。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县委

宣传部部长范月丽，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

区党委书记王永丽，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

参加。

9日　县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等参加。

10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薛镇

赵老峪南村、赵老峪北村、韩村、薛镇村指导脱

贫攻坚工作。

同日　富平县易地扶贫搬迁旧宅基地腾退拆

除复垦（复绿）工作推进会召开。县长张海乾，

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雷丁林，县委常委、副县

长张少林等参加。

同日　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召开。县长张海

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

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举行城区水质提升工程竣工通

水启动仪式。省水务集团董事长王瑜，县长张海

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

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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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全县扫黑除恶领导小组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

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参加。

同日　富平县城中（郊）村环境卫生工作会

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

少林参加。

15日　全县复工复产工作推进会召开。县长

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

张少林，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参加。

同日　全县2020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杜

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

虎等参加。

16日　渭南市2020年第二次项目集中开工动

员会暨富平县庄里工业园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

地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同日　市委书记魏建锋深入富平县庄里试验

区观摩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马赟，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

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陪同。

17日　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局长张柏山一行来富平调研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敬喜，副市长李军

政，县长张海乾，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等

陪同。

同日　富平县镇村基层干部和贫困村“两

委”班子成员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县委组织部

部长刘有辉参加。

20日　富平县“入企业送政策送服务解难

题”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座谈会召开，常务副县长

景军荣参加。

22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刘集镇督战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及大张村整组搬迁项目建设情况。

同日　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县

长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

长张冲等参加。

24日　省委第二整改督办组组长、省生态

环境厅督察专员孙景宏带队来富平督办中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情况。县长张海乾，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

陪同。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富平北部山区及矿山

企业检查指导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26日　县委中心组第6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27日　富平县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各界优秀

青年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

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县

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参加。

同日　全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

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

委常委景军荣、刘有辉、王永丽、杜银虎、张少

林等参加。

同日　全县防汛抗旱工作会召开，县长张海

乾，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参加会议。

28日　富平县2020年庆五一促发展座谈会召

开。县长张海乾，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侯雪静，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全县防汛抗旱工作会召开。县长张

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人武部部长王占伟

参加。

29日　县长张海乾前往环城东路安全检查

站、昌平商业街棚户区改造项目部、新民家具、

春天服饰等地检查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及安全生产

工作。

30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温

泉河综合治理二期、富平干部学院、富耀公路等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调研复工复产、重点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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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人。常务副县长景军

荣，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等陪同。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和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检查重点项目进展

情况。

同日　全县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会

召开。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

委雷丁林、范月丽、张少林等参加。

同日　全县脱贫攻坚“三排查、三清零”问

题整改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5月

8日　县委中心组第7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同日　全县抓收入动员大会召开。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2020年人大建议、政协提案交

办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召开省级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

进会，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何志义参加。

9日　省营商环境五大行动评审组来富平开

展营商环境第三方评审调研。市营商办副主任王

磊，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

试验区党委书记王永丽等陪同。

11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邱勇一行

来富平调研定点扶贫工作，县长张海乾，县委副

书记杜占全等陪同。

同日　富平县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

建设和矿产开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召

开，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雷丁林参加。

12日　富平县信访稳定暨平安建设工作会召

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

等参加。

13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薛镇

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冲刺行动。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淡村镇荆山村督战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冲刺行动。

14日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

仲茜来富平宣讲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精神并调研指导工会系统脱贫攻坚工作。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姚双年，常务副县

长景军荣等陪同。

15日　富平县2020年就业扶贫招聘会举行。

常务副县长景军荣，京东物流西北分公司人力资

源部总监李贞等出席。

同日　常务副县长景军荣主持召开2020年第

5次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选聘“十四五”

规划纲要编制机构、政府投资项目有关情况等

工作。

17日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广智来富平调

研。市委书记魏建锋，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

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孟小瓒，县委组织部

部长刘有辉陪同。

19日　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就业创业工作

开展情况，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参加。

21日　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市

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

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22日　富平县干部群众收听收看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实况。全体县级

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

23日　全县脱贫攻坚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西藏阿里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地

直机关工委书记何兴茂一行来富平考察。省委组

织部干部调配处三级调研员周武君，渭南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市考核办副主任崔希文，县长张海

乾，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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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庄里

试验区、美原镇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冲刺

行动。

同日　省生态环境厅第二督察专员办督察

专员孙景宏一行来富平督查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县长张海乾，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等

参加。

27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6次常务会议，研究省级双拥模范县创建、全域旅

游示范县创建、文物保护、促进奶山羊发展等重

点工作。

28日　富平县举行2020年“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颁奖典礼。市科协党组书记杨喜民，县委副

书记杜占全，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等参加。

同日　县委第七轮巡察工作动员会召开。县

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雷

丁林参加。

29日　县委常委班子脱贫攻坚巡视考核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

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

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主持召开驻村

帮扶工作会议。

同日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省市侨联

前往仲勋学校举行图书捐赠活动。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功勋理事张玲媛，省侨联一级巡视员高俊

峰，市侨联主席刘建军，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

试验区党委书记王永丽参加。

6月

1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

海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

金爱莲等领导深入学校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

活动。

同日　富平县举行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

式，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2～5日　县政协调研全县农村机动地整治工

作开展情况，副县长胡万社一同调研。

3日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琳来富平调研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

英，市政府秘书长王小平，县长张海乾，县委常

委景军荣、张少林、张冲等陪同。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主持召开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

4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曹村

镇、齐村镇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同日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副司长白正盛一

行来富平调研传统村落保护及重点镇污水处理工

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工程师付涛，副市长

高振鑫，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等陪同。

5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留古

镇调研智慧农业项目建设情况。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曹村镇郭家村、大

渠村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检查指导“三夏”

工作。

同日　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出席富平县青

年法官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青年法官研讨会。

同日　富平县举行2020年以来立功受奖现役

军人家庭集中庆送喜报活动，县人武部部长王占

伟参加。

8日　《当代陕西》杂志社一编室主任梁生

树来富平采访樊成怀先进事迹，县委组织部部长

刘有辉陪同。

同日　省环保宣教中心主任杨松峰一行来

富平开展“行走三秦大地建设美丽陕西”黄河生

态主题调研采访活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

陪同。

9日　富平县召开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

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常委景军荣、雷

丁林、杜银虎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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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7次常务会议，研究桥山南麓（富平段）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脱贫攻坚“三排查三清零”、保障义

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调整乡镇机关和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乡镇补贴标准等工作。

10日　县委中心组第8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同日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二级巡视员马宏兵

一行来富平考核挂职干部，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

辉陪同。

11日　县长张海乾赴江苏丹阳就富丹两地

开展对口协作、对口帮扶以及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进行交流学习，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一同

考察。

11～14日　富平农特产品走进江苏产销对接

暨招商推介会在江苏南京举行，县长张海乾，县

委常委、副县长张冲，副县长杨稳山等参加。

12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曹村

镇大渠村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陪同。

同日　富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召开。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情况通报会。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雷丁林，

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区党委书记王永丽

参加。

同日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办公厅主任、消费

扶贫行动办公室主任师晨旭一行来富平调研消费

扶贫工作，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陪同。

同日　富平县2020年民兵应急连开训动员会

召开，县人武部部长王占伟参加。

14日　全市农机化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富平县

流曲镇召开，副县长何国德参加。

15日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一行来富

平调研，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陪同。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薛

镇、老庙镇移民搬迁安置点和社区工厂，检查指

导移民搬迁安置和社区工厂建设工作。

同日　富平县召开富阎新区征地拆迁领导小

组第三次联席会议。富阎产业合作园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夏清，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

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参加。

16日　云南农垦高原特色农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丁一行来富平考察，县长张海乾，县委常

委、副县长张冲等陪同。

同日　富平县开展第19个“安全生产宣传咨

询日”主题宣传活动，常务副县长、县安委会副

主任景军荣等参加。

同日　全县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推进会暨防

汛工作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17日　富平县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

林等参加。

18日　江苏省丹阳市委书记黄春年带领党政

考察团来富平考察交流，并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刘有辉、张冲等参加。

19日　全县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回头看”工

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

景军荣，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雷丁林等参加。

22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8次常务会，审议《富平县中央和省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及“回头看”省委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巡视反馈意见未完成问题整改方案》，研究部署

全县安全生产、疫情常态化防控等重点工作。

23日　县委中心组第9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同日　全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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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推进会在富平召开。省

政府政务公开办主任谢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

凯，县长张海乾，县委常委景军荣、王永丽等

参加。

同日　陕西省江西商会来渭南招商恳谈会在

富平召开。副市长杨武民，县长张海乾，县委宣

传部部长范月丽等参加。

24日　县长张海乾赴温泉河治理项目三期一

标段、城关街道办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安全生产

和防汛工作。

同日　富平县召开行业乱象整治工作推进

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

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召开城区公共停车收费管理工

作座谈会，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等参加。

26日　富平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

活动，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参加。

29日　富平县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

年“翰墨有道，丹青溢彩”书画展，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县委宣传部部

长范月丽等出席。

同日　富平县举办“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演讲比赛，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出席。

同日　富平县召开2020年高考招生委员会成

员单位协调会，副县长惠新宇参加。

30日　富平县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

年颁奖晚会。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等出席。

7月

1日　闽侯县委书记叶仁佑一行来富平考察

交流，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

参加活动。

2日　县委中心组第10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同日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富平尖柿、羊奶

产品质量提升及品牌建设座谈会，副县长乔阳博

参加。

同日　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方明一行来富平调研新型城镇化建设及传统村落

保护工作，并召开渭南市传统村落工作座谈会。

副市长高振鑫，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参加

活动。

2～3日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环境执法大练兵

暨百日教育活动推进会在富平县召开。省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赵志勇，市生态环境局

领导班子成员，市环境监察支队以及各县（市、

区）政府主管领导和负责同志参加，县委常委、

副县长张少林陪同观摩。

2～3日　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2019年度财

政决算暨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常务副县

长景军荣参加。

3日　县长张海乾赴县教育局、迤山中学、

富平中学等检查指导2020年高考、中考准备

工作。

6日　全县肃清赵正永流毒和以案促改工作

会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

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刘

有辉、雷丁林、范月丽、王永丽、杜银虎、张少

林、张冲等参加。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赴迤山中

学检查2020年高考准备工作。

同日　团省委书记段小龙一行来富平调研共

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工作，县委副书记杜

占全，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区党委书记王

永丽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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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县长张海乾巡视高考各考点考务

工作。

同日　全国两会精神市委宣讲团富平报告会

举行，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等参加。

8日　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出席全县脱贫攻坚

普查培训班开班仪式。

同日　富平县组织县级领导干部赴渭南市廉

政文化主题展馆参观学习。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

辉，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雷丁林，县委宣传部

部长范月丽，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参加。

9日　常务副县长景军荣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

年第9次常务会，研究全县公务用车市场化平台建

设、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治、脱贫攻坚普查等重

点工作。

10日　富平县召开2020年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工作推进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

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参加。

同日　富平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六

清”行动推进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

长景军荣等参加。

14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带领部分

市、县人大代表、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财经

委员会成员对富平县202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视察调研，常务副县长

景军荣等陪同。

15日　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弘扬延安

精神净化政治生态”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刘有辉、雷丁

林、范月丽、王永丽、杜银虎、张少林等参加。

16～17日　富平县举办政协委员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班。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

县委常委范月丽、王永丽、杜银虎、张少林、王

占伟等参加。

17日　渭南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工作落实方案宣讲会在富平召开，副县长何国德

参加。

18日　富平县召开脱贫攻坚普查对接汇报

会，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20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城关

街道、淡村镇、宫里镇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10次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情况，部署安排重

点工作。

21日　县委中心组第11次学习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23日　市委书记魏建锋带领观摩团来富平观

摩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市长王琳，市政协主席陈

俊哲，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

等陪同。

同日　全市新时代追赶超越2020年第3次“晒

比拼超”汇报暨项目观摩活动在富平举行，县长

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

张少林参加。

27日　富平县召开考核领导小组会。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组织部部长刘

有辉参加。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11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调

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事项。

28日　秦腔《秦豫情》在富平演出。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

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常委雷丁林、范月

丽等观看演出。

29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走访慰问

驻富某部队，县委副书记杜占全陪同。

29～31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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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军一行来富平调

研“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县长张海乾，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

常委景军荣、王永丽、张少林等陪同。

30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庄里试验区杨家村、

中冶陕压督导检查脱贫攻坚和项目建设工作，走

访慰问驻地武警官兵和部分抗战老兵。县委统战

部部长、庄里试验区党委书记王永丽，县人武部

部长王占伟陪同。

31日　县委十八届九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委

员、县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县委委员、候

补委员的县级领导，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

人，县委各部门、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直属

机构、各人民团体、各条（双）管单位、各民主

党派负责人，县纪委委员，县人大、县政协各委

室主任，部分老干部代表、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列席。

同日　富平县举行庆“八一”升国旗仪式，

县人武部部长王占伟参加。

8月

1日　上海中产集团董事长朱阳一行来富平

考察，县长张海乾，县委常委王永丽、张冲参加

座谈会。

3日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一行来富平考察基

层民政工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魏增军，省

民政厅厅长郭社荣，市长王琳，市委常委、县委

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

陪同。

4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

赵宇光一行来富平专题调研脱贫攻坚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工作，副县长杨稳山参加座

谈会。

5日　省委书记刘国中，代省长赵一德来富

平调研，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陪同。

10日　富平县召开奶山羊产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

等参加。

11日　全县防汛工作部署会召开，县长张海

乾，县委常委景军荣、张少林、张冲等参加。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12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秋冬季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普查、信访维稳、扬尘治理等工作。

12日　全县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

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

书记杜占全等全体县级领导参加。

同日　全县以案促改专题学习暨县委中心

组第12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

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

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县委中心

组成员参加。

同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防护林工程管

理局纪检组长程伟一行来富平调研三北防护林工

程建设情况，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陪同。

13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县应

急管理局视频调度指挥中心、街子水库防渗修复

及引水工程项目等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常务副

县长景军荣陪同。

同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温泉河全段检查防汛

备汛工作。

同日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中

国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谠一行来富平调研民营经

济发展和民建工作。省政协副主席、民建陕西省

委会主委李冬玉，市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

樊存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市委会主委

刘巧莲，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统战部部长、

庄里试验区党委书记王永丽等陪同。

14日　省政府研究室主任杨三省来富平调研

西飞民机项目进展情况。县长张海乾，富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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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园区管委会主任胡广鑫，中航西飞民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程宽等参加座谈会。

同日　全县铁路沿线安全隐患综合治理工作

部署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

县长张少林参加。

19日　全县尖柿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

开，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市果业中

心副主任李军民，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

学院院长吕家珑等专家学者参加。

同日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张祥一行

来富平调研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县委常委、副县

长张少林陪同。

19～20日　全国第四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成果验收组来富平检查验收，副县长徐

晓军陪同。

21日　省委副秘书长、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

任尹清辽带领军民融合办各党支部党员代表来富

平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县委常委王永丽、杜银虎

陪同。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廉政工作

会议。

25日　全县农村集体“三资”集中整治工作

推进会召开。

同日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徐刚一行来富平

调研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一件事一次办以

及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常务副县长景

军荣等陪同。

26日　县委中心组第13次学习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同日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赵鹏敏一行来

富平调研，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

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陪同。

同日　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等在家县级领导参加。

同日　富平县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同心

共筑强国梦”主题国防教育大课堂宣讲活动，县

人武部部长王占伟等参加。

27日　富平县召开2020年优秀学子及贫困大

学生奖励资助大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28日　中国航空航天文旅博览园发展论坛在

富平举行。工信部文化中心副主任朱永利，陕文

投集团总经理卢涛，市长王琳，市委常委、县委

书记郭志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润民，县政协

主席金爱莲，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30日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

昌林带队来富平调研“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

作，县长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陪同。

31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迤山

中学、富平中学检查2020年秋季开学准备及疫情

防控工作。

9月

1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恒大小学、东区小学

等地检查指导秋季开学及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同日　富平县举行文明餐桌实践行动签名活

动，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

出席。

2日　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孙仲茜来富平调

研基层工会工作，县委副书记杜占全陪同。

2～6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扶贫办主任何

大鹏一行来富平开展定点扶贫项目“回头看”，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等参加相关活动。

3日　宝能富阎国际城项目协调推进会召

开。宝能城发集团西安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江

波，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

林等参加。

4日　富平县羊奶产品加工园建设项目协调

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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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等参加。

5日　富平县召开2020年度定兵会。渭南军分

区司令员刘长安，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人武部

部长王占伟参加。

7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淡村

镇扶贫工厂、齐村镇九眼莲种植基地、刘集镇奶

山羊产业综合服务中心等项目现场，检查指导建

设进展情况。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陪同。

8日　富平县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举

行。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梁凤民，市委常委、

县委书记郭志英，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玉娥，市延

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雷民康，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

参加。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迤

山中学、富平中学和恒大小学看望慰问教育工作

者。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陪同。

同日　召开全县雪亮工程二期项目建设工作

推进会，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参加。

9日　福建省闽侯县县长王建生一行来富平

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

英，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

林等陪同。

同日　富平县举行庆祝第三十六个教师节颁

奖典礼。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刘有辉、范月

丽等参加。

同日　省委组织部二级巡视员李宇孝一行来

富平调研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情况，县委组织

部部长刘有辉陪同。

10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底店小学、实验中

学、特殊教育学校等地看望慰问教育工作者。

11日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带队来

富平考核验收规范省级统筹工作。省人社厅副厅

长刘会民、副市长李军政、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

陪同。

同日　富平县召开“六清”行动推进会。

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

参加。

同日　富平县2020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

式在县政府广场举行，副县长乔阳博参加。

12日　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组长蒋巨峰一行

来富平督查环保工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张育

奎，…县长张海乾，县委常委王永丽、张少林等

参加。

13日　全省供水一体化管理暨水务信息化建

设工作观摩团来富平观摩。省水务供水集团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张恩颐，副总经理马瑞山，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14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富昌

大桥、温泉河综合治理二期、中华郡文化旅游景

区等建设现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县委副

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等陪同。

15日　江苏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郁冰滢一行

来富平调研“区中园”建设及消费扶贫情况，县

委常委、副县长张冲陪同。

16日　全市党委政法委机关干部暨镇（街

道）政法委员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富平干

部学院开班。市委政法委书记樊存弟，县长张海

乾，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参加开班仪式。

同日　省委宣传部第三验收组组长、省广播

电视局总工程师闫东伟带队来富平调研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工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祖亮，县委

宣传部部长范月丽等陪同。

17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来富平调研

基层政协工作。省政协主席韩勇，市委书记魏建

锋，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王建平，县政协主席金爱莲等陪同。

同日　富平县与空军军医大学共建帮带座谈

会暨签约仪式举行。空军军医大学政委王宝红，

唐都医院院长罗正学，县长张海乾，县委宣传部

部长范月丽等出席。

同日　陕西退役军人农创学院富平分院揭牌



富平年鉴 FUPING
YEARBOOK

2
0

2
1

 │ 62 │

成立。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曙光，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雄，县人武部

部长王占伟参加揭牌仪式。

18日　县人大常委会调研视察城乡居民医疗

保障工作，副县长惠新宇参加。

19日　富平县迎国庆戏曲文化演出周开幕。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委副书记杜占

全，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观看阿宫腔现代戏

《红梢林》。

同日　富平县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县人

武部部长王占伟参加。

21日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绍骋一行来富

平调研，县长张海乾，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何

志义陪同。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13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四城联创、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三覆盖、四清零、五提升”、建立网格

化防返贫致贫动态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

22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赟一行来富平

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前提下工业高质量发展情

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杰生，县长张海乾等

参加调研活动。

同日　富平县第三届农民丰收节·消费扶

贫暨刘集镇奶山羊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开业仪式举

行。县委副书记杜占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马保华，星瑞集团执行总裁莫勇等出席。

同日　富平县创建省级法治政府工作推进会

召开，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参加。

同日　陕西日报融媒体中心授牌仪式暨加快

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在富平召开。陕西日报社副

总编辑王欢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祖亮，县委宣

传部部长范月丽等参加。

23日　2020年平安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参加。

24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科技财务司一级巡

视员丁吉柱一行来富平调研指导国家级羊乳质检

中心建设工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潘洁，市委

常委、副市长刘凯，县长张海乾等陪同。

同日　江苏省镇江市残联理事长温小卫一行

来富平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互访交流活动，县委

副书记杜占全参加活动。

25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渭运富平分公司、中

华郡旅游景区、勇拓机械等地检查指导“双节”

安全生产工作。

同日　富平县举办“档案见证小康路”文艺

作品征集颁奖活动暨书画摄影展。市档案馆副馆

长张军胜，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等参加。

26日　富平县举行“电化陕西”电能替代活

动暨金秋九月产品推介活动，县委常委、副县长

张少林出席。

28日　富平县举行富昌大桥通车暨温泉河湿

地公园二期开放仪式。市委书记魏建锋，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政协主席

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

刘有辉、雷丁林、王永丽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文

艺晚会。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在

家县级领导参加。

同日　全县消费扶贫工作推进会召开，常务

副县长景军荣，副县长乔阳博参加。

29日　富平县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中华郡旅

游景区举行。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党

组原书记胡振民，省文化馆馆长、非遗中心主任

洪济龙，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

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

同日　全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暨

养老服务质量提升推进会在富平召开。省民政厅

副厅长郭惠敏，市政府副秘书长马道平，市民政

局局长党耀升，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30日　富平县举行2020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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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

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在家县

级领导参加。

同日　富平县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

举行，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

参加。

同日　富平县举行消费扶贫暨羊乳产品推广

季启动仪式。常务副县长景军荣，京东西北公司

副总经理李春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省奶

山羊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曹斌云等参加。

10月

9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深入圣佛

寺塔、金代铁佛、立诚中学、米家窑地下交通联

络站等项目现场，调研历史文化、革命文化传承

保护工作及文旅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县委常委范

月丽、王永丽等陪同。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

第14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散煤治理暨“双替

代”、城市集中供热、垃圾焚烧发电、农村粪井

排查整改等重点工作。

10日　富平县举行四城联创工作颁奖晚会。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政

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出席。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薛镇

赵老峪北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同日　全县安全生产暨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

军荣、张少林等参加。

12日　县委中心组第16次学习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政协主

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

参加。

13日　全县巡察工作会议暨十八届县委第八

轮巡察动员部署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

委常委刘有辉、雷丁林等参加。

14日　富平县召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推进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荣

参加。

15日　省委书记刘国中来富平调研。市委书

记魏建锋，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等陪同。

同日　全县信访工作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

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杜银虎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2020年苏陕扶贫协作工作推进

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

张冲参加。

同日　全县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

会议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主持会议并讲话。

16日　富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举

行点火启动仪式。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

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出席。

20日　富平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县称号。

21日　富平县召开“十四五”规划思路讨论

会。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国家发改委宏

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副主任罗蓉，县政协主席金

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王

永丽、张少林等参加。

同日　富平县举办2020年苏陕劳务协作暨就

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出席。

22日　富平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市

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政协

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刘有

辉、范月丽、王永丽、杜银虎等参加。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曹村

镇检查柿子节筹备情况。

同日　富平县召开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推进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

荣、杜银虎等参加。

23日　2020富平尖柿节在曹村镇太白村开

幕。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

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

委景军荣、刘有辉、范月丽；中国柿分会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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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杨勇，永辉超市副总裁翁海辉等专家及销售商

代表出席开幕式。

同日　全省政策研究室“推动高质量发展

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座谈会在富平召

开。省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杨三省，县长张海乾

参加。

同日　全市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培训班汇报

演练在富平举行。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苏继敏，市

检察院检察长李逸强，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等

观看。

26日　富平举行“全国双拥模范县”称号迎

牌仪式。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政协主

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景军

荣等参加。

同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调研堑城

保护开发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同日　全县2020年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表

彰暨提升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

参加。

同日　县政府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

会，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

林参加。

同日　全市改革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暨系统集成改革培训班在富平召

开。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刘小平，市委副书记

王瑞峰，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出席。

27日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唐承沛一行

来富平调研社会救助兜底脱贫工作。省民政厅厅

长郭社荣，市长王琳，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

英等陪同。

同日　江西省副省长胡强一行来富平考察农

产品深加工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等工作。省

供销社主任杨效宏、副市长高洁、常务副县长景

军荣等陪同。

28日　四川省乐山市委书记彭琳率党政代表

团来富平考察交流。中共渭南市委书记魏建锋，

市委副书记王瑞峰，市委常委、富平县委书记郭

志英等陪同。

同日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来富平

调研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工作。团省委

书记段小龙，团市委书记赵超，县委副书记杜占

全，县委常委王永丽、杜银虎等陪同。

同日　全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动员部署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

景军荣、雷丁林、张少林等参加。

29日　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

县委书记郭志英，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县委常委刘有辉、王永丽、杜银虎、

张少林等参加。

30日　全县基层武装部暨退役军人服务站规

范化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杜占全，

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11月

2日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前往光大

垃圾焚烧发电厂调研企业运行情况。

同日　富平县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成

立，县委政法委书记杜银虎出席揭牌仪式。

3日　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市县人大代

表对富平县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视察调

研，副县长杨稳山参加。

同日　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推动乡村振兴”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二场在富平县举行，副县长乔阳博就全县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进行发布。

4日　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县人大常委会

委员、县人大代表对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

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视察调研，常务副县长景军荣

参加。

5日　县委中心组第17次学习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县委

中心组成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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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中部战区司令员乙晓光来富平调研，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人武部部长王占

伟等陪同。

同日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一行来富平调研秋冬种生产有关情况，副县长杨

稳山陪同。

6日　富平县召开庆祝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

节暨表彰大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

景军荣、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参加。

7日　富平柿园综合体项目试生产仪式举

行，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

等参加。

8日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夏杰一

行来富平调研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省妇联

主席龚晓燕，市妇联主席张红丽，县长张海乾等

陪同。

9日　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邓东升一行来富平开展对口帮扶工

作。省发改委副主任、苏陕工作队领队杭海，江

苏省对口帮扶陕西省工作队副领队肖延川，县长

张海乾，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等参加活动。

同日　渭南市妇联四届执委和优秀女干部履

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富平召开。市妇联主席张红

丽，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出席开班仪式。

10日　省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组对富平县

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绩效考核和

苏陕扶贫协作开展情况进行交叉考核检查。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参加会议。

11日　省委书记刘国中带领全省2020年重点

项目观摩团调研圣唐奶山羊产业化项目。

同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司司长周石平带队来富平县调研《婴幼儿配

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实施情况。省市场监

管局局长张小宁，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凯，县长

张海乾等陪同。

12日　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一行来富平

考察。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副市长高振

鑫，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陪同。

同日　富平热力2020～2021年度采暖季供热

启动仪式举行。县长张海乾，县委常委、副县长

张少林等参加。

13日　全省中高职衔接研讨会在富平县职

业教育中心召开，县长张海乾，副县长惠新宇等

参加。

16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老实人超市、南韩菜

市场、关中品道酒店等重点场所检查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食品安全等工作。

17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15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养老服务、消费扶贫、

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工作。

18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汪永清一行来富平调

研。渭南市政协主席陈俊哲，市委常委、富平县

委书记郭志英，县政协主席金爱莲等陪同。

同日　北京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吴中强一

行来富平考察。省商务厅副厅长王宏伟，市委书

记魏建锋，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市委常

委、副市长杨嵩等陪同。

同日　富平县召开市对县考核指标完成及民

意调查工作推进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

委景军荣、刘有辉参加。

20日　全县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召开。县长张

海乾，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雷

丁林、范月丽等参加。

24日　立诚中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召开。

省委书记刘国中，省政协主席韩勇，市委书记魏

建锋，市长王琳，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

县长张海乾，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

占全等参加。

25日　第二届富平九眼莲开挖节暨消费扶贫

产品推介会在淡村镇开幕，县委副书记杜占全等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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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市委文明办主任李军强一行来富平

调研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

陪同。

26日　青海省黄南州委一级巡视员马明生一

行来富平考察学习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情况。

副市长高洁，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陪同。

27日　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委副书

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刘有辉、范月丽、

王永丽、杜银虎、张少林等参加。

同日　富平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

县长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

县长张少林参加。

同日　全县禁毒工作会召开，县委政法委书

记杜银虎等参加。

30日　全县召开地震小区划项目成果移交暨

业务培训会，副县长何国德参加。

12月

1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东华街道元良村检查

指导脱贫攻坚和冬季取暖工作。

2日　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武在平来富平

调研，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陪同。

2～3日　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基层基础基

本建设年活动推进会在富平召开。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副厅长赵卫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建

琦，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红岩，县委常委王

永丽、王占伟等参加。

3日　空军军医大学校长张思兵，空军军医

大学唐都医院院长罗正学一行来富平考察交流并

召开军民共建帮带座谈会。县长张海乾，县委常

委、副县长张少林参加座谈会。

4日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代表团来

富平观摩奶山羊和柿子产业发展情况，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王韬，副市长杨武民，县委副书记杜

占全等陪同。

同日　全县开展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范月丽、杜银虎等

参加。

8日　中央第十二巡视组成员来富平调研。

省委办公厅综合四处处长索庆华，市委常委、县

委书记郭志英，常务副市长王晓军，市委巡察办

主任史金刚等陪同。

9日　省委副书记胡衡华来富平调研，市委

书记魏建锋，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等陪

同。　

10日　县委中心组第19次学习会召开。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

委副书记杜占全等县委中心组成员参加。

同日　全省婴幼儿配方羊乳粉质量提升行

动在富平启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安全

监管司司长周石平，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张小宁，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凯，县长张海乾等出席启动

仪式。

11日　“数字富平”总体规划技术交流座谈

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项目方广东省电信

规划设计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专家团队参加。

同日　全县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运营工作推

进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参加。

同日　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情况，副县长乔阳博参加。

13日　富平召开村（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动员部署会。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常务副县长

景军荣、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等参加。

14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

第16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主要经济指标运行、

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

理、2019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财政收支审计整改

等工作。

15日　县长张海乾赴庄里试验区宣讲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深入侯山村检查脱贫攻

坚工作开展情况，县委统战部部长、庄里试验区



│ 67 │

大事记

党委书记王永丽陪同。

同日　县慈善协会举行“暖心马甲”捐赠仪

式，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

林等出席。

同日　全县清洁取暖及控煤工作推进会召

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参加。

16日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一行来富

平调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委常委、县委书

记郭志英，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黄忠

良，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等陪同。

同日　县政府召开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推

进会，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

少林参加。

17日　频阳大讲堂举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专题讲座，邀请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博士

生导师范文进行授课。县政协主席金爱莲，县委

常委刘有辉、雷丁林、杜银虎等参加。

18日　“助力十四运、筑梦新时代”陕外

经贸集团第一届“建设杯”篮球邀请赛在富平举

办。省外经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刘浩川，副总经理任军民，县委政法委书

记杜银虎，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冲等出席。

19日　省生态环境厅渭南督察局局长房银锋

一行来富平检查调研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陪同。

20日　富平召开“十四五”规划纲要专家评

审会。国家发改委国地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欧

阳慧，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科研部副主任、副研究

员罗蓉，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市发改委

总经济师雷进飞，县长张海乾，县政协主席金爱

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富阎产业合作园区管委

会副主任夏清，县委常委景军荣、范月丽、王永

丽、张少林等参加。

21日　2020年富平柿饼销售启动仪式举行。

省果业中心副主任周智孝，中国园艺学会柿分会

理事长、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罗正荣，县委副书记

杜占全，县委宣传部部长范月丽等出席。

同日　富平县召开蓝天保卫战决战决胜攻坚

行动工作推进会。县长张海乾，常务副县长景军

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等参加。

22日　县长张海乾深入东华街道东新村检查

指导散煤燃烧管控及“双替代”工作。

同日　县长张海乾主持召开县政府2020年第

17次常务会议，研究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十四五”规划纲要等工作。

同日　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2020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及“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参加。

23日　全县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会召开，

副县长惠新宇出席会议并讲话。

24日　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郭军信一行来富

平检查指导基层武装部正规化建设工作，县人武

部部长王占伟等陪同。

同日　县政府召开新品种助推苹果产业转型

升级座谈会，副县长杨稳山参加。

25日　市委书记魏建锋深入富平县基层党

建联系点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市委常委、县委书

记郭志英，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黄忠

良，县委常委刘有辉、王永丽等陪同。

同日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其江一行来富平

检查验收“七五”普法工作开展情况。省政协副

主席祝列克，省司法厅厅长王永明，省税务局局

长包东红，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建琦，县长

张海乾等陪同。

26日　富平召开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推进

会，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少林参加。

28日　县委十八届十次全会召开。市委常

委、县委书记郭志英，县长张海乾，县政协主席

金爱莲，县委副书记杜占全，县委常委景军荣、

刘有辉、雷丁林、范月丽、王永丽、杜银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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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王占伟和全体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不是

县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县级领导，各镇（街道）

党政主要负责人，县委各工作机关、县政府各部

门、各人民团体、各条（双）管单位主要负责

人，县纪委委员，各民主党派及县人大、政协各

委室主要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和老干部代

表等列席。

同日　全县2020年度冬季交通安全整治百日

会战推进会召开，常务副县长景军荣等参加。

29日　富平县举办“明规守纪、争做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的打铁人”纪检监察系统党纪法规

电视知识竞赛决赛，常务副县长景军荣，县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雷丁林等出席。

同日　富平召开村（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推进会，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有辉参加。

31日　县长张海乾检查指导财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