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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起

“同心·光彩助学”
活动公告

中共咸宁市委统战部、咸宁市光彩事业促进会研究决定，今年继
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同心·光彩助学”活动，对经济困难家庭大学生
（2016年应届高中毕业并被大学录取的）予以资助。活动详情请登
陆中共咸宁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www.xntzb.gov.cn进行了
解。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向所毕业学校（高中）申请。

为弘扬光彩精神，号召社会各界团体组织、民营企业、爱心人士
踊跃捐款，捐款情况将在中共咸宁市委统战部网站进行公告。捐款
时请注明“同心·光彩助学”捐款。

账户名：咸宁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账 号：42001695240050001570
开户行：建行咸宁分行
联系人：龚清华
联系电话：0715-8126645 18972840926

中共咸宁市委统战部
咸宁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2016年7月5日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
者吴钰报道：7日，市政协主席胡
建华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严肃
换届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传达
学习了中央、省委、市委关于严
肃换届纪律有关精神，观看了警
示教育片《镜鉴》。胡建华代表
市政协党组班子和个人进行对
照检查，并接受大家的批评。各
位党组班子成员实事求是地开
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严肃
换届纪律进行承诺表态。

胡建华要求，要切实提高
思想认识。从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咸宁实施的历
史高度，深刻认识严肃换届纪
律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搞好这次换届工作，以
铁的纪律、铁的行动、铁的要
求，确保这次换届能够实现中
央提出的“四好”目标。要切实
增强纪律观念，坚持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换届
工作程序，严守换届选举各项
法律法规。

胡建华强调，各位党组班
子成员要带头落实管党责任，
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
程，紧密结合“两学一做”专题
学习，把换届风气监督作为履
行管党治党主题责任的重要内
容。要带头抵制不正之风，自
觉抵御说情风、跑要风、钻营
风、贿赂风。要带头树立良好
形象，自觉服从组织安全，真正
把终成、干净、担当的好干部识
别出来、选用出来。要坚决克
服“换届思想”，彻底消除“到站
到点”、“换届与己无关”等消极
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岗一日，就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
感和事业心履职尽责一天。

市政协副主席周力、熊登
赞、周辉庭 、尤晋，秘书长游强
进出席会议。

市政协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严肃换届纪律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者吴钰、
通讯员敖琼报道：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丁小强在市防指主持召开防汛专题会商
会，分析当前雨情、水情、汛情及趋势，研
究部署下一步防汛工作。市领导吴晖、
熊征宇、李逸章、熊登赞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气象局、市水文局、
市防办关于当前雨情、水情、汛情等情

况汇报。据预测，未来两天，我市降雨
过程趋缓，但水位整体还处于继续上涨
的趋势。

丁小强指出，要牢固树立防大汛、
抗大灾思想不动摇，充分认识到当前防
汛工作的严峻形势，作好打大仗、打恶
仗、打持久战的准备，充分调动各级各
部门的力量，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夯实

责任，把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做细做实。
丁小强要求，要加密会商，科学调

度，精细调度，密切关注水雨工情特别
是各类水工程状况和江河湖库水位，
为应对下一轮强降雨天气作好准备。
要严格执行调度纪律，水库养殖发电
必须服从防汛工作中心，切实采取有
效措施降低水库水位，病险水库一律

空库度汛；要严格在建水利工程安全
管理，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措施，
确保安全。要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各类
预案，做细做实群众安全转移预案，确
保在需要时转移安置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要进一步加强巡堤查险工作，组
织和鼓励群众参与巡堤查险，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丁小强主持召开防汛专题会商会要求

把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做细做实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咸宁新
闻网记者夏梦琪报道：7日15时
20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建明手指轻触手机屏幕，新版
《掌上咸宁》手机客户端（APP）上
线开通。

李建明第一时间浏览了《掌上
咸宁》APP的即时新闻报道，并打
开“服务”导航条目，分别点击“政
务”、“生活”等栏目。

李建明要求，要用好新媒体平
台，实时新闻同步播报。新媒体要与
民生紧密结合，科学利用大数据，更
好地服务市民，方便市民网上办事，

同时提高大家对新媒体的关注度。
《掌 上 咸 宁》手 机 客 户 端

（APP），于2014年1月2日正式上
线运营，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咸宁
日报传媒集团研发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掌上咸宁》手机客户端。
新版《掌上咸宁》APP突出新闻+
政务+服务，与《咸宁新闻网》、《咸
宁政府网》保持同步更新。市民
不仅可以随时浏览掌握各类新闻
服务信息，还能快速浏览政务信
息和实现网上办事、网上问政等
在线服务功能，是一个“宣传咸
宁，服务百姓”的新窗口。

目前，集团已拥有近20个新
闻发布平台，形成了“2报2网2栏
1刊1端11微”的立体传播矩阵。
（扫描二维码 直通《掌上咸宁》）

新版《掌上咸宁》客户端上线运营
李建明点击开通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报道：在《咸宁日
报》创刊50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建明昨日到咸宁日报传媒集团，祝
贺《咸宁日报》创刊50周年，看望慰问新闻采
编人员，勉励大家发扬传统，与时俱进，打好
主动仗，传播正能量，为咸宁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大厅，李建明一行
参观了《咸宁日报》创刊50周年业务建设和
事业发展成果展板。李建明说，咸宁正处于
防汛救灾的关键时期，《咸宁日报》的防汛报
道及时有力，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
特别是发挥了新闻资源优势，运用微信、微
博等新媒体，实现了纸质媒体向全媒体的转
型，记者编辑们辛苦了。

在咸宁日报专刊部，李建明对“咸宁网
事”、“绿色咸宁”等专刊深度挖掘新闻、深受
读者点赞给予肯定。李建明说，好新闻要讲
好故事，通过讲故事，用故事说人说事，激励
人们爱祖国、爱家乡，作贡献。

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咸宁日报》每天以
三个整版推出防汛抢险救灾报道，新闻部夜
班编辑最近每天工作到凌晨。李建明对新
闻部编辑们说，当前新闻关注的重点是防汛
救灾，防汛救灾是当前全市的头等大事，要学
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在抗洪救灾报道中检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成果。在防汛救灾的关键时期，关注险情、灾
情，正确引导新闻舆论，增进党群、干群关
系。

在咸宁日报记者部，防汛救灾一线采访
归来的记者刚刚脱下雨衣、胶鞋，微信、微博
正在实时更新防汛救灾一线传回的新闻。
李建明详细询问了咸宁日报官方微信、微博
实时直播情况，当得知防汛期间的微信实时
直播点击量超7万次，传媒集团“两微”粉丝
关注超30万，李建明高兴地说，要及时地发
布新闻，适应分众时代对新闻的新要求。微
信、微博传播速度快，用户关注，容易接收。
希望咸宁日报传媒集团把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资源整合起来、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的受
众，利用不同的传播方式，实现一次采集、多
元传播、倍加效应。

（下转第七版）

《
咸
宁
日
报
》
创
刊
五
十
周
年

李
建
明
看
望
慰
问
编
辑
记
者

持续的大暴雨袭击赤壁，最大过
程降雨量达 422 毫米。江河堤岸险
象环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
胁。

大汛大灾面前，赤壁市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在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
中践行“两学一做”，让党旗在大堤上
飘扬，党徽在激流中闪光。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灯塔

“哪里有危险，哪里群众有需要，
我们党员干部就出现在哪里。”赤马港
办事处砂子岭社区党支部书记方幼平
要求社区的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率
先做到。

连日暴雨，社区八、九、十组近千
名群众被水围困，情况紧急。

方幼平立即组织党支部所有干

部，一方面疏散转移群众，另一方面向
办事处、消防大队等部门请求救援。
在消防官兵到来后，告知被困情况，全
力配合，开展救援。

对转移出来的群众，采取投亲靠
友、集中安置等方式妥善安置，并紧急
调运桶面、矿泉水等救援物资，确保他
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
时住所、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与此
同时，还帮助把50余户村民饲养的近
千头生猪安全转移。

砂子岭社区党支部是赤壁充分发
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的一个缩影。该市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家中，安抚群众
情绪，把防汛救灾作为践行“两学一
做”的主战场，成为耸立在风雨中照亮
群众前行的塔灯。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4日凌晨，神山镇马铺村党支部副
书记余志刚冒着大雨，进组入户查看
受灾情况，叮嘱村民注意雨情，及时转
移群众，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9时巡查到该村五组公路时，暴涨
的洪水淹没了道路和农田。他趟着水
排查险情，发现渠道涵洞被冲刷而来
的树枝杂物堵塞。

余志刚毫不犹豫跳进过腰深的水
中，为稳住身形，他不得不用手扒着渠
道，然后用脚一点一点艰难地将杂物
挑取出来，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渠道
畅通了，清理上岸的杂物，三轮车来回

跑了8趟。期间，湍急的水流好几次险
些将他吸进涵洞。

余志刚爬上岸后，才发现腿上多
处被划伤正流着血。他说：“这点划伤
不算什么，只要能保障渠道畅通，让村
民庄稼少受损失就值了。”

在赤壁防汛救灾一线，处处活跃
着像余志刚这样的党员干部。水浒城
村支部书记赵平球坚守防汛岗位三天
没回家，年迈多病的父母需转移，他让
亲戚去帮忙，而自己却去转移村里的
孤寡老人。党员余曙光家3027亩水稻
受灾，但仍不忘帮助乡邻，免费为50余
名受灾转移群众提供吃住。

（下转第七版）

暴雨中完成的“党性答卷”
——赤壁党员干部防汛救灾侧记

特约记者 彭志刚 童金健

7 日，嘉鱼县潘
家湾镇肖家洲村，菜
农们正将地里抢收
出来的南瓜装车运
往山东，将因灾损失
降到最低。

记 者 张大乐
夏正锋

见习记者 马丽娅 摄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王婷
婷、严潮报道：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建明到咸安区和嘉鱼县
抗洪救灾前线，检查指导防汛救灾，看
望慰问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干部群
众，强调要防汛保安全、救灾保发展、救
助保民生。市领导吴晖、王汉桥、杨良
锋、熊登赞、周辉庭等参加检查。

在咸安区向阳湖围垸，李建明先后
来到淦河横沟河入口段，彭家咀泵站，
向阳湖围垸八字口险段，实地检查堤防
巡查，询问当前水位、设备运转、防汛预
案和防范应对等情况。针对向阳湖围
垸防汛工作，李建明要求，要切实做好
湖泊堤防巡查防守，限时抓好堤防除草

除杂工作，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
排除。要落实人员到岗到位，按公里分
段上足上齐防守劳力。要抢抓天晴有
利时机，做足木桩、编织袋、彩条布、土
料等物资储备，以备急时之需。对八字
口段堤身单薄的问题，要实施堤防加固
整修。要按照历史最高水位标准，严阵
以待，严防死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在嘉鱼县东湖围堤，李建明详细了
解堤段上劳力人数、巡堤查险工作和防
汛值守情况。据悉，东湖围堤已开始抢
筑0.5米高子堤，已完成筑堤8公里。
其中，茅花咀段筑堤3公里，上堤劳力
达到960人。李建明指出，近几天天气
转好，水势上涨势头较为平稳，但是丝

毫不能松懈和麻痹大意。要做好防大
汛、抗大灾的准备，做到放晴不放松，退
水不退为。要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全力
以赴、严防死守，既要抓好值守巡查，也
要抓好加筑子堤。要落实防汛预案，提
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要
层层落实防汛责任，确保责任到人到
段，确保防汛措施落实到位。

在嘉鱼西湖围堤，村民组成的防汛
突击队正在整险加固大堤。李建明走
上堤顶，查水情、问险情。他要求，要始
终紧绷防汛的弦，把握好重点方向，总体
把握水情、雨情，做好防汛救灾物资准
备，确保供应充足、调配及时。要将防汛
责任明确到村、组、人，保证专人专责，专

人专事。要加强巡查监督，继续做好巡
堤查险工作，尤其要加强夜间巡查，及时
将险情上报处理，确保安全度汛。

李建明强调，全市上下要把防汛救
灾作为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要做到
防汛保安全，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绷紧
防汛抗灾这根弦。全力以赴抓好防汛
工作，把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要做到救灾保发展，受灾工厂要及
时恢复生产，要迅速组织受灾群众采取
补种改种等措施开展农业生产自救，争
取大灾之年不减产。要做到救助保民
生，按照“五有”标准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坚持政府救助、社会救助和群众自
救相结合，最大限度保障民生。

李建明到咸安嘉鱼检查指导防汛救灾时强调

防汛保安全 救灾保发展 救助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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