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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考核组来咸检查考核
考核内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目标与履职尽责情况
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朱 哲）10
日，我市召开 2018 年度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目标与履职尽责
考核述职述廉暨民主测评会议。省
委第十一考核组组长涂明珍主持并
讲话，市委书记丁小强代表市委常委
班子进行年度述职述廉述法，报告
2018 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作
个人述职述廉述法报告。
涂明珍在讲话中强调了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目标与履职
尽责暨民主测评工作的重要意义，同
时对这次年度考评工作的任务、重
点、方法进行了说明，并对做好考评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丁小强说，2018 年，咸宁市委在
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践行
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新担当新作
为开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
设新局面。
丁小强指出，咸宁市委始终把讲
政治放在首位，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一
届三次、
四次全会精神，
确保党中央和
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咸宁落地生根、
见行见效。聚焦新旧动能转换，持续
深化
“三抓一优”
，
发展壮大绿色产业，
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推动县域经济转
型发展，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聚焦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把长江生态修复
摆在首位，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建优建
美公园城市，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美丽中国咸宁样本。聚焦保障和
改善民生，
打好脱贫攻坚战，
加快民生

事业发展，
筑牢社会保障网，
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加快社会民生事业发
展。聚焦民主法治建设，大力支持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大力
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深入推进法治
咸宁建设，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巩
固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聚焦全面
从严治党，强化理论武装和意识形态
工作，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和人才
队伍，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
驰而不息正风肃纪，
构建风清气正
政治生态。
省委第十一考评组成员；五届市
委委员、市委侯补委员；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及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市纪委监
委领导班子成员；市直有关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
各县（市、
区）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部分担任过市领导职务的老同
志参加会议，
并现场进行民主测评。

2018 年全省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名单公示

我市 1 名个人、3 个班组入围
本报讯（记者 庞赟）近日，湖北
省总工会公示了 2018 全省劳动竞赛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全省 20
个单位、30 名个人、50 个班组，经过
层层推荐和审核最终脱颖而出，将被
授予湖北五一劳动奖和湖北省工人

先锋号。
其中，我市瑞雅毛巾有限公司工
段长王艳拟被授予湖北五一劳动奖
章，国网通山县供电公司网改办、华
润蒲圻电厂集控四值、湖北福人金身
药业有限公司口服溶液车间韩霞包

装组拟授予湖北省工人先锋号。
据悉，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7
日至 14 日，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
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
向省总工会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
问题，
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本院在咸宁城区未设
立任何分院，
谨防上当受骗

电话：0715-8618999
院址：咸宁市桂乡大道 2 号

如何推动
咸宁高质量发展？

我市评出
52 篇优秀论文
本报讯（记者 陈志茹）10
日，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在湖
北科技学院举行了“推动咸宁
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共评
选出优秀论文 52 篇，其中，特
等奖 7 篇，一等奖 10 篇，二等
奖 14 篇，三等奖 21 篇。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
话精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
联、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于 2018 年底联合开展
了
“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专题
征文活动。自征文活动开展以
来，共收到来自市直机关、高
校、县市区基层单位的参会论
文 385 篇。1 月 3 日，经专家评
审，共评选出优秀论文 52 篇。
其中：特等奖 7 篇，一等奖 10
篇，
二等奖 14 篇，
三等奖 21 篇。
研讨会上，市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宣读《咸宁市社科界
“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优秀论
文评选的通报》，获奖代表纷纷
上台，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从不
同角度作了交流发言，观点明
确、联系实际、理论丰富、成果
丰硕。
据悉，
此次理论研讨会旨在
发挥好社会各届自身优势，
努力
当好咸宁的
“思想库”
“智囊团”
，
助推咸宁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惠民生 答题领红包

建设美丽乡村

嘉鱼推广个税
知识竞赛活动

近日，崇阳县白霓镇浪口
村周家畈前，施工人员正在建
设观景平台。浪口村是省级
“绿色示范村”
“省级生态村”
、
、
“荆楚最美乡村”
，今年以来，该
村抢抓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机
遇，对村庄进行美化、绿化，大
力建设美丽乡村，形成
“时时有
菜、月月见花、四季有果、常年
绿树成荫”的景观。
（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廖瑜）

自制
“创文”
台历送居民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近日，家
住咸安区永安办事处双龙社区嫦娥
大道还建房 20 栋 5 楼的 68 岁居民周
邦海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社区
自制
“创文”
台历。
据介绍，为确保创文工作的持
续推进，使居民深入了解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重要意义，形成全民参
与、共建文明的浓厚氛围，双龙社区
在帮扶单位资助下印制了 2000 份
创文宣传台历，免费发放辖区居民。
翻开台历，首页是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倡议书，内页有创建全国文明

看风湿 治疼痛
就到麻塘医院来

城市内容、志愿精神、中国梦、市民守
则、市民“四德”规范、市民“十不”行
为规范、十大文明行为等等内容。
“这都是我们的社区干部设计完
成的！”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怀红说，干
部们分工明确，找准资料加班加点制
作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台历，逐门
逐户将创文宣传台历发到居民手中，
并耐心细致的宣传、讲解创建文明城
市的相关知识，倡导广大市民以主人
翁的姿态参与到创建文明城市的行
列中来，号召群众摒弃陋习、树立文
明新风。同时，还向居民介绍了创建

文明城市对市民生活带来的实惠和
对市民行为的基本要求，并收集市民
对此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这种特别的台历得到了广大居
民们的欢迎，不少居民赞杨社区想得
周到，并表示自己今后一定会自觉遵
守各项道德规范，做一个文明守法的
的良好居民。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讯（通讯员 丁彤）
“个
税知识竞赛既让我学习了个
税 新 政 策 ，又 让 我 领 到 了 红
包，真是太棒了！”近日，在税
务干部指导下，用手机参加个
税知识竞赛领到 5 元红包的
王先生高兴地说道。
据介绍，嘉鱼县税务局以
个税知识竞赛活动为载体，在
全县范围内积极推广个税知
识竞赛活动，提高社会公众个
人所得税改革的参与度和积
极性，确保广大纳税人充分享
受改革红利。
据悉，为进一步扩大此次
个税知识竞赛的参与范围，该
局利用县政府媒体等网络平台
以及微信平台、电子显示屏、电
脑屏、滚动屏向广大群众发布
个税知识竞赛公告，热诚邀请
社会群体积极参与个税竞赛答
题活动。同时，组织联系各分
局带队下户，现场辅导各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与个税
竞赛答题，还成立了专门的个
税导税团队，毎天在办税服务
大厅现场引导纳税人扫码参
赛，获得广大纳税人的好评，掀
起了个税政策宣传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