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日晚，通山县厦铺镇《秀美家园》文艺团队表
演的《硪歌》——《致富不忘共产党》亮相香城，在我市
首届社会文艺团队展演暨第四届“香城大舞台”中夺
得一等奖。 （郑翰 吉明瑞 管学铭）

★12日，通山县档案局首届通山方言（通山腔）发
音人选拔赛在通羊镇6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共产生一
等奖2名、二等奖3名、优秀奖5名。 （李姗姗）

★4日，通山县民政局开展第8期“主题党日+”学
习活动，组织各乡镇召开复员军人、烈属、优秀军人代表
座谈会，并慰问武警消防官兵。（张远杰 祝林 徐方桑）

★连日来，通山县燕厦乡党委按照“教育在先、警
示在先、预防在先、严肃教育、严格监督、严厉查处”的
要求，多措并举筑牢换届纪律“堡垒”，确保换届工作
顺利进行。 （沈靖）

★日前，通山县运管所启动为期3个月的道路运
输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加强对长途客运接驳运输和危
险货物运输的监管，以督促企业履行联盟章程和协议
规定的责任和义务，规范经营秩序。 （张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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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郑翰、曹
智报道：8月5日，通山县安监
局发出关于在全县开展职业
病危害防治评估工作通知，要
求全县36家重点企业加强职
业病危害防治评估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职业病防
治评估工作，该局要求相关用
人单位要责任到人，强化措
施，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认真
准备相关评估材料和现场，确
保评估质量，努力通过组织学
习职业病防治知识，进一步提
升企业职业病防治能力，提高
企业职业卫生规范化管理水
平。

通知强调，各企业负责人
要带头学习相关职业病防范
基础知识，全面掌握“尘肺病”
的病发原因及其危害，落实职
工安全防范措施，积极配合安
监部门的指导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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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诗伟、重阳
报道：“‘进一扇门，办两家事’，这种办税
缴税模式，真是方便。”8月15日，通山县

九宫山云湖商务酒店老板朱从合，在九宫
山风景区地税分局服务大厅，顺利缴纳了
相关税费后感慨地说。

当日，朱从合在服务大厅的国税窗口
缴纳了酒店服务业增值税后，又在相邻的
地税窗口缴纳了增值税附加税和个人所
得税，整个流程不到半个小时。而“金税
三期”系统上线以前，其申报缴税、领购发

票，需要两边跑，起码要花上半天时间。
这是该县国税、地税部门携手，在同

一家办税大厅实行联合办税服务，给纳税
人带来的便利。

今年来，该县按照“操作同一系统，服
务同一标准、税宣同一声音、执法同一尺
度”的工作要求，实行国、地税业务“一厅
联办”的办法，解决纳税人多头找、多次

跑、重复排队、重复受理等问题，切实简化
各项办税流程。

目前，该县首个国地税联合办税厅已
在九宫山风景区地税分局成立，并分别设
立各自业务窗口。下一步，地税国税部门
将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联合办税厅，并
在联合税务登记、联合纳税服务等方面继
续开展合作，以方便纳税人。

进一扇门 办两家事

通山开启地税国税合作新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伍仪武、袁
德令报道：近年来，通山县九宫山镇程许
村采取“建基地、办产业，干部帮、能人助”
等措施，实行产业带动、结对帮扶，从而有
力推动了精准扶贫工作。

建基地，带贫困户脱贫。该村采取招
商引资、林地入股、群众投劳的方式，创办
林特基地。湖北衡泽香榧种植合作社去

年11月落户后，投资500万元，流转500
亩土地在师姑台山上创办香榧基地，并将
村里8家缺资金无门路的贫困户作为帮
扶户，吸收20个剩余劳力到基地务工，每
人每天务工收入达到150元。

办产业，带领贫困户脱贫。该村鼓励
有经济实力的群众大力发展养殖业。村
民许广明今年初投资50万元发展养牛

业，养殖的100头黄牛，按每人每月1000
元工资标准全部交给5名贫困劳动力放
养，助其在家门口就业致富。

干部帮，扶贫困户致富。该村4名“两
委”干部，每人联系3家贫困户。其中，村支书
涂章时联系的孤寡老人涂诗利是个无房户，
涂章时争取县、镇有关部门支持，为涂诗利解
决建房款2万元，组织群众义务投工，4个月

时间就帮其建起了70平方米的“小洋房”。
能人助，帮贫困户致富。在外创业有

成的村民程顺德，回村投资100多万元建
起养猪场，在养猪500头的同时，对口帮
扶6家贫困户，其中安排2户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到他家养殖场务工，每人每月付
1500元工资，其他4户没生产能力的贫
困户每户每年资助1万元生活费。

产业带动 结对帮扶

程许村拓宽群众脱贫致富路

赶制麻饼
迎中秋

连日来，通山县大畈镇的麻饼家庭
作坊，都在加紧赶制传统大畈芝麻饼，以
保障中秋市场供应。

大畈芝麻饼采用古老纯手工制作工
艺，原料包括面粉、芝麻、山茶油、桂花、
蜂蜜、冰糖、陈皮、金钱桔等10多种食材，
一直是老少皆宜的中秋必备食品。

通讯员 郑翰 摄

九宫山避暑旅游火爆
日均接待游客8000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伍伟报道：7月下旬以来，随着高温天
气的持续，通山县九宫山凉爽宜人的气候和露营观星之旅
吸引了大量避暑游客，日均接待游客8000人次，避暑过夜
游客达到2万人。

时下，在九宫山，“订房难、房价高”已成为很多游客的
口头禅，房间需要提前一周预订。特别是周末，每天自驾游
进入九宫山的车辆更是高达5000多辆。其中，7月23日至
24日的“九宫山星光公园帐篷节暨万人观星大会”期间，接
待游客逾1万名，铜鼓包上每天驻扎帐篷300多顶。

九宫山旅游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今年避暑旅游
旺季虽然来得晚一些，但通过组织观星节系列活动，建设露
营观星基地，开通观星巴士，设置天文望远镜等，增强了对
游客的吸引力，市场反响良好。

县总工会

加强下岗职工党员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伍仪武、徐臣鄂报道：今年以

来，通山县总工会通过丰富教育载体，建立信息库和报备申
请制度等，加强对下岗职工党员的教育管理。

为确保下岗职工党员下岗不失管、学习不放松，该县总
工会在坚持送学到居民小区、建立学习QQ群和微信群，加
大对下岗职工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其归属感和社会责任
感的同时，注重建立下岗职工党员信息库，全面记录每名下
岗职工党员的流动情况，实行动态跟踪管理，并通过实行
《下岗职工党员活动证制度》，督促下岗职工党员离开企业
党组织1周以上，必须事先报企业党支部登记备案；离开企
业党组织1月以上，必须参加流入地党组织活动，返回本地
须由流入党组织出具相关证明，以此作为考核下岗职工党
员履行义务的重要参考依据。

县经济开发区

给重点项目加“廉政锁”
本报讯 通讯员程良万、伍仪武报道：近日，通山县经

济开发区出台《重点项目实行“一岗双责”管理实施方案》，
确保重点项目工程优质、廉洁、高效推进。

为营造“依法管理、廉洁从业、诚实守信”的工程建设氛
围，该开发区坚持重大项目与廉政文化建设同步，努力通过
打造民心工程、精品工程、阳光工程等，推动重点项目“依法
依规、优质高效、平安廉洁”运行。同时，加强动态协调和监
管，积极查找重点项目建设中的廉政风险点，切实做到关口
前移，确保资金安全、干部廉洁。

截至目前，该开发区今年新进入的8家重点企业，已全
部落实双责跟踪监管机制，为企业家安心、放心投资添加了
一把“廉政锁”。

县民政局组织短期疗养

关爱重点优抚人员
本报讯 通讯员阮翀、徐涵、吴高鄂报道：连日来，通山

县民政局组织全县50位重点优抚对象进入省荣军医院（九
宫山荣军疗养所），开启短期疗休养之行。

以“康复、医疗、避暑、保健”为主题的医养活动，由省荣
军医院和通山县民政局联合举办。按照“动静结合，健康疗
养”的要求，通过组织医务人员对重点优抚对象进行全面系
统的健康体检，以了解和掌握重点优抚对象的健康状况，并
提供针对性的医疗咨询、养生保健等健康教育活动，以落实
党和政府对重点优抚人员的关怀爱护。

县农商行坚持“六化”

推动党建工作上台阶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王宇成、徐方桑报道：今年来，通

山县农商行采取“六化”措施，加强党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六化”措施包括组织规范化、工作常态化、责任清单

化、教育讲堂化、活动载体化和文化品牌化。
为完善基层组织建设，该行按照支部建在网点、延伸到

放贷收贷一线的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工作例会制度，督促各
支部书记切实担负起党建工作的政治责任，努力通过“党
建+群团，领导+党员，互联网+党建”模式，搭建党建信息
平台，推动党建工作上台阶。

从领导“身边人”变成终日面对扯皮
拉筋的“烦恼人”，赵克胜从县政府办调到
县信访局工作，一干就是17年。

1999年来，赵克胜任劳任怨、尽心尽
责的工作态度，受到领导和群众的肯定，
先后2次被评为全省信访维稳工作先进
个人。

赵克胜常说，抓信访就是抓稳定。只
有把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
才能和谐，发展才有后劲。

为了妥善处理突发上访事件，加班调

解成了赵克胜的家常便饭。每逢县政府
门前有群体访、异常访或缠访、闹访等，他
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进行劝导和引导。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上访户柯
某因不满公安机关对其母亲依法处置一
事，扬言进京“焚车”制造事端。在处置
该事件中，赵克胜和驻京接访干部一起，
连续奋战30多个小时，最终在北京警方
的支持配合下，将3名滋事嫌疑人成功
抓获，从而避免了一起恶性上访事件发
生。

赵克胜深知，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关
键是要做信访群众的知心人。要把理顺
群众情绪、满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
利益放在首位，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符合政策的马上办，不能办的耐心解
释，以取得信访群众的信任和理解。

赵克胜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带头
这样实践的。在劝返接访过程中，他总是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信访群众当亲人，
视朋友，以心交心，以友交友，争取理解、
支持和信任。

黄老太是一位老上访户，因私房改造
遗留问题多年上访，并多次进京“非访”。
鉴于黄老太年岁已高，老伴去世多年，又
无劳动能力，赵克胜建议从生活救济方面
给予关心，在征得领导同意的情况下，他
多方筹措，从低保、生活困难救济、年终走
访慰问等方面给予帮扶，终于用真情感动
了黄老太，从此告别了上访生涯。

统计显示，最近5年来，仅赵克胜个
人就先后感化、劝返进京上访人员300余
人。

赵克胜：信访群众的知心人
通讯员 阮姝 徐方桑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张献华、李
芳报道：今年来，通山县厦铺镇采取“四个
措施”支持政协委员开展提案工作，受到
群众肯定。

“四个措施”是：镇党委健全提案领
导，把群众关心的事情列入党委议事日

程，做好每月提案的上报工作；加强政协
委员政治和文化学习，每季度学习培训一
次；指导政协委员真实、准确地撰写提案，
反映社情民意；组织政协委员与其他乡镇
的政协委员交流，相互传递信息。

厦铺镇至青山村有14公里，原来是

条机耕路，晴天满路灰，雨天一路泥。
2012年，镇政协委员到该路段调研，撰写
《关于通乡（镇）公路二级化的建议》，引起
县政府重视，去年投资1300万元，修通了水
泥路。该提案的落实不仅解决了1.3万人行
路难问题，而且获得全县优秀提案奖。

厦铺镇支持政协委员开展提案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赵流男、方岸琪报
道：截至笔者发稿时止，慈口乡团委通过
与县妇联、工会、扶贫办、教育局、统战部、
民宗局、卫计局等部门，以及湖北垄上行
频道和新世纪、茅台公司等社会各界联
系，落实助学资金8.48万元，帮助20名家
庭贫困的准大学生圆了上学梦。

8月初，慈口乡团委在对全乡11个行
政村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进行摸底调查发
现，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阻碍家庭贫
困“准大学生”入学的一道门槛。为帮助
贫困生圆大学梦，该乡团委在统计核实贫
困生高考分数、家庭情况的同时，积极争
取社会各界支持，与贫困大学生结对帮

扶。初步统计，全乡考上二本及以上高校
的贫困大学生共有25人，其中精准扶贫户和
孤残低保户、单亲家庭、因病致贫户15户。

慈口乡团委帮贫困学生圆大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