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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咸宁天气：12～14日受副高控制，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具体预报如下：12日：晴天到多云，局部有午后阵雨，偏东风1～2级，27～37℃；13日：晴天到多云，局部有午后阵雨，偏东风1～2级，27～36℃；14日：晴天到多云，局部有午后阵雨，偏东风1～2级，27～36℃。今天相对湿度：55～80%。

通城地税局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胡卫刚报道：7月27日

早上一上班，通城县地税局机关党支部微信工作群就推送
出《漫画解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一文，供全体党员学习。

借助微信群，该局为全系统8个党支部87名党员
的学习交流搭建起新平台，定期发送学习内容，开辟了

“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资讯送到掌上、标语张
挂墙上”的学习宣传格局。同时，班子成员带头学习讨
论、带头讲好党课、带头参加专题组织生活会。截至目
前，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14次，撰写心得体会87篇，
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该局还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开展作风建设
“六查六带六好”活动、打好脱贫攻坚战等重点工作结
合起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照工作实施方
案，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咸安完成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理

摸清215家单位“家底”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吴玉强、卞丽报道:日

前，记者从咸安区财政局获悉，按照“统一政策、统一方
法、统一步骤、统一要求”的原则，该局已完成了全区
215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

据了解，此次资产清查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
准日，清查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清理、账务清理、财
产清查、资产核实和完善制度等五个方面。整个资产
清查分宣传发动、单位自查、中介核查等5个阶段进
行。在中介核查阶段，该区委托5家会计事务所对全
区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清查结果进行了专项核查和审
计，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也根据中介机构的审计报
告对各单位的资产进行了检查复核，既保证了核查范
围的全覆盖，又确保了资产清查的公开公平公正。

通过资产清查，进一步强化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管理，夯实了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推进了资产管理
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

青年演员
展才艺

9 日，市歌舞剧团青年演员正在进行
才艺展示。

当天，该剧团举行年度演员业务考
核，内容主要包括演员的基本功和现场表
现能力，旨在提升演员的业务水平，优化
演员人才配置，从而推动剧团向前发展。

记 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陈 鹏 摄

省第五期博士服务团

精准帮扶白沙村
本报讯 记者夏正锋、通讯员范宝磊报道：1日，

湖北省第五期博士服务团第九组（咸宁黄石片区）成
员，来到咸安区桂花镇白沙村开展精准帮扶活动。

博士服务团成员由武汉纺织大学、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8名教授组成。当天，博士服
务团与湖北科技学院附属二医院、市好百姓大药房一
起，给当地百姓送去4000多元的药品，并开展现场义
诊。8名教授与白沙村8名贫困留守儿童现场结对，将
书包、杯子等送到孩子们手中，勉励他们好好学习。

博士服务团成员还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当地
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爸，我走了，就不和妈妈道别了，你也
要保重身体。”蔡思谦跟父亲道别后，就坐
上了离咸的火车。

蔡思谦的妈妈朱明英，是市委统战部
的调研员。面对在生与死边际徘徊的母
亲，儿子都不敢随意和妈妈说“再见”。

勤恳工作 让人放心

朱明英1984年进入统战部门工作，如
今已经32年了。

一参加工作，朱明英便从平凡的岗位
上体会到责任所在。

当初，朱明英在办公室负责档案管
理。那年年末，部领导到档案室找材料，找
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语气很重地批评她：

“朱明英，你是怎么管档案的？找份文件
像是在故纸堆里找东西！”

朱明英既委屈又自责：“如果我从一接
手就做有心人，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

从那以后，她对涉及部门工作的每一
份文件都记下发文号和相关内容，每份文
件在哪一案卷、什么年份都一清二楚。在

她的努力下，统战部年年被评为档案管理
先进单位。

勤勤恳恳，是朱明英工作的第一信条。
2002年负责机关纪检工作后，她认真

学习纪检业务知识，认认真真对待每一项
工作。在每年的党风廉政建设检查中，统
战部均被评为优秀。

“做事就要做好。”她常常告诫自己。机关
干部都知道，安排给朱明英的事，领导放心。

2009年，咸宁海外联谊会换届，朱明
英负责邀宾。由于上一次换届是2001年，
很多人已难觅踪迹。

她拖着病体，赴省寻求支持，找县市提
供线索。为了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施
海雁，她两次去党史办找其父亲要联系方
式，然后到邮局打越洋电话。功夫不负有
心人，海外联谊会换届顺利完成。

同事刘合奇评价朱明英：“她真正做到
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关爱他人 温暖人心

1997年，朱明英担任刚成立的党派科

科长。作为当时最年轻的科长，朱明英心
里很忐忑，但是“做事就要做好”的理念，让
她放下了包袱。

时任农工民主党咸宁市委会主委的刘
三多，是朱明英最早接触的党外人士之
一。有一年中秋节，刘三多的妻子女儿都
不在身边，朱明英得知后，和丈夫一起带着
水果、月饼专程前去探望，陪他一起过节。

这件事成为刘三多与朱明英夫妻两人
友谊的开端，此后十多年，双方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互动。后来，得知朱明英患了肾病，
刘三多主动联系治疗肾病的专家，帮助朱
明英到北京求医。

2001年，黄埔军官遗孀刘肃豫老人来
到统战部，她无儿无女，没有生活来源。朱
明英热情接待了她，并与当地村委会协商，
每月给予老人一定的生活费用。老人90
大寿，朱明英和部里同志一道为老人过生
日。老人激动地说：“我是掉进福窝了。”

老盟员颜适是湖北科技学院的工程
师，也是老干部艺术团团长。逢年过节，朱
明英或亲自前去探望，或打电话慰问。

2002年，颜适70岁寿辰，朱明英自备了
一份贺礼送到颜适家中，让老人非常感动。

2003年，朱明英负责原办公楼装修，工程
开始后她却因病住进了医院。颜适知道后，
说：“我懂建筑，装修就交给我吧。”老人家骑着
摩托车，跑前跑后帮忙完成了办公楼的装修。

抗击病魔 赤诚之心

2005年，朱明英被检查出了肾功能不
全，自此她开始了与病魔抗争的历程。

因为心腹积水，朱明英很难入睡，但她
的痛苦却很少表现出来。有时夜里她会因
难受悄悄起来吃药，但从不惊动家人。

现在，朱明英双肾坏死，一周要做三次
透析，每次透析要4个小时。只要不做透
析，她依然坚持到单位上班。

严重的病情让朱明英的面容发生了很
大变化。家人总是安慰她：“哪有什么变
化，跟以前一样，别人说你变了肯定是他们
眼神不好。”

可朱明英自己心里清楚，肤色的变化
代表毒素的沉积。从发现患病到进行透
析，她克制饮食，硬生生扛了十年。丈夫也
不由得佩服她：“一般人最多能坚持3年，
她却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尽管接受采访的时间不长，朱明英的
嘴唇却已干枯泛白，这个时候她考虑的还
是工作。“我想尽可能多做点事情，为组织
尽一份力，也算报答多年来领导和同志们
对我的照顾与关心。”朱明英平静地说。

平凡之处不平凡
——记市委统战部调研员朱明英

见习记者 吴钰 通讯员 余浩

咸宁供电公司

支持开展灾后重建
本报讯 通讯员何文涛、马玲报道：4日，咸宁供

电公司抗灾救灾工作组奔赴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支
持灾后重建工作。

当日，工作组先后走访了受灾严重的劈精庙村村
委会、黄龙大堤防汛指挥部，实地查访了电力设施受灾
情况，并给当地受灾群众和一线基层抗灾救灾干部群
众送上慰问品及慰问金。

下一步，工作组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支持群众开
展灾后重建，做好“争资金、争项目、争支持”的协调配
合工作，解决乡镇灾后重建的实际困难。

本报讯 记者刘丁维报道：6月的低
保金入账短信提醒没有和往常一样准时
来，为此，刘永乐专门赶到自己家所在的
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双泉社区咨询，却被告
知他的低保资格已经取消。9日，刘永乐
拨打了本报新闻热线求助。

现年65岁的刘永乐，本是高桥镇白水
村人，上世纪80年代迁居双泉二组居住至
今，和老伴两人一辈子靠种地为生。刘永
乐曾经在劳作时将腿摔坏，还患有深度视

力障碍，现在年老体弱，已无劳动能力。
更为揪心的是，他还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
女儿需要照顾。

“之前家里就是靠我每个月530元的
城市低保、女儿160元的农村低保维持生
活。虽然儿子和儿媳在工厂打工，但由于
儿媳生病需要常年用药，也没有多余的钱
补贴我们。”刘永乐说。

刘永乐也曾去找过门卫和清洁工的
工作，想补贴家用，却因为腿脚和视力问

题被人拒绝。现在低保资格被取消，这让
他更加犯愁以后的生活怎么过。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浮山办事处民
政办主任冯大贵。冯大贵解释，低保是实
行动态管理的，办事处每个季度都会进行
审核。鉴于刘永乐的儿子、儿媳都在工
作，家庭有固定收入来源，因此取消了他
本人的低保资格。

冯大贵还告诉记者，上次低保资格统
一排查，双泉社区一共取消了95个低保

户，还向居民开放了评审会，评审结果大
家应该都比较清楚。

当记者表示，刘永乐家还有一个患有
精神病的女儿时，冯大贵说，社区的工作
人员已准备向上申请提高他女儿的低保
额度，来减轻其家庭压力。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咸安区低保办。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刘永乐的儿媳因
病常年用药，小两口不能补贴老人，可以
带着儿媳的病历和用药票据去社区反映
情况，工作人员将依规处理。

女儿患有精神病，自己低保被取消，六旬老汉犯了愁——

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闯王镇

强化党员担当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谢宏波、吴颖报道：日前，

在通山县闯王镇龟墩村，镇党委书记张凯、镇长李雪梅
带着10多名镇村干部，走访贫困户，为群众解难。

为解决部分党员发挥作用不明显的问题，该镇积
极探索“党员干部责任地”机制，即：以村（居）为单位，
以自然湾为片区，由村民推荐产生片区党小组组长；片
区党员负责对片区治安巡查、纠纷调解、政策宣传、突
发事件处理、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进行承包，每周向党
小组组长汇报工作开展情况以及下周工作安排，以“小
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为原则，积极开展服务工作。

该镇在党员干部中推行认领“责任地”后，调处矛
盾纠纷175件，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难题200个。

让乡村有颜值有气质
——咸安区治理农村生活垃圾观察

记者 张敏 特约记者 李旻媛

今年来，咸安区不断完善“户分
减、组保洁、村监管、镇集中、区转运”
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机制，力促村湾
保洁与村湾整治双管齐下，促进实现
自然村湾保洁全覆盖和农村生活垃
圾无害处理率达90%以上，实现乡
村颜值与气质的双提升。

10日上午，记者来到咸安区桂花镇毛
坪村17组，只见前几天刚建成的垃圾压缩
中转站正在有序运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环卫工人只需要将
运来的垃圾统统倒入压缩箱，在整个自动
化的操作过程中，压缩机立刻把满满的垃
圾压缩成“饼状”，随即用封闭的转运压缩

车运输到垃圾场，做进一步处理。
区住建局副局长徐斌介绍，垃圾压缩

中转站不仅效率很高，更能极大提高运输
中环境质量，减轻工人的工作量，节约运输

成本和土地，提升乡村品位和形象。
今年，咸安投资4100万元，新建8个

垃圾压缩中转站，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5
个，本月底将全部投入运行。届时，日处理

垃圾能力将达800吨，能保证全区垃圾全
部进行焚烧发电处理，实现无害化。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颜值，该区多措并
举：做到“户有垃圾筐、组有保洁员、镇有中
转站”，推广好“户分减、湾保洁、村监管、镇
集中、区处理”模式，实现治理垃圾一体化，
做好垃圾分类和转运集中环节。

多措并举提升颜值

乡村颜值提升了，如何美丽长久？咸
安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原则，建立
健全上下联动机制，各负其责，齐抓共管。

明确责任。建立一把手任组长、党组
其它成员为副组长的工作专班，实行党组
成员和股室负责人定点包保乡镇制度，一
名干部指导一个联系乡镇开展农村垃圾

治理和自然村湾整治工作。
保障资金。区委、区政府加大资金支

持，财政列支400万元用于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以奖代补，确保每村3万元的以奖代

补资金用于生活垃圾治理日常工作。
强化督查。制订考核标准，并将其列

为乡镇城乡建设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
重要内容，同时建立常态管理，严格实行

党组成员和股室负责人定点包保乡镇制
度；抓好评比考核，对获得“最洁净村庄”
的乡镇给予资金和政策倾斜。

在区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各乡镇积极
创建最洁净村庄，你争我赶、全民参与，乡
村颜值更高，气质更雅。上半年，咸安区
荣获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第一名。

上下联动涵养气质

当日，在桂花镇刘家桥村，停满了来自
武汉、岳阳、九江等周边城市的车辆，络绎
不绝的游客让这个千年古村生气勃勃。

秀嫂饭庄老板娘徐秀英边忙活着，边
笑呵呵地说，自从开始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村民的卫生意识更强，村里变得更干净整
洁，来的人更多，生意也更好了。

来自武汉的游客王清，这是第三次来

刘家桥村了，对这里的印象一次比一次
好。她说：“看着这里变得越来越干净，真
正感受到理想中乡村田园的美丽和魅力。”

该镇书记余敏刚说，“颜值”和“气质”
上去了，桂花镇发展旅游的底气也更足了。

环境好了，刘家桥、桂花源、鸣水泉景
区等旅游景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在咸安区，不少乡镇像桂花镇一样，借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推动洁净村庄建设，并
结合自身特色发展旅游产业。

徐斌说，农村生活垃圾的及时有效处
置，将进一步加快洁净村庄建设步伐，从而
给下一步的乡村旅游发展添砖加瓦。

美丽乡村引人入胜

王汉桥在党委系统办公室工作会上要求

做党性坚定的党办人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王汉桥在党委系统办公室工作会上要求，必须
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做党性坚定的党办人。

会议传达了中办栗战书同志重要讲话和省委相关
会议精神，对党委系统信息报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市委办工作人员易齐全以《做一个不忘初心的党
办人》为题作个人典型发言，市公安局、通城县委办公
室作信息报送工作交流发言。

王汉桥指出，要严肃对待信息报送工作，不能迟报
瞒报误报。要以案为鉴，以对党绝对忠诚做好信息报
送工作，尤其是重要信息报送工作，让上级及时准确了
解情况，作出科学正确的决策。要严而又实地落实地
方党委工作条例，转变重心、突出重点，履行抓落实的
核心职责，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王汉桥强调，党办人要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绝对
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坚持极端
负责的工作作风、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坚持廉洁
自律的道德操守。“五个坚持”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只有
对党绝对忠诚，才能成为党性坚定的党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