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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佳报道：洁
净的环境，热忱的态度，耐心细致
的解释，面带微笑迎送……8月 13
日，客户王嫦英在崇阳县农商行十
字街支行办理储蓄业务时，对该行
的服务态度赞赏不已。

十字街支行位于天城镇南北
大街繁华地段，人多街面窄，又没

有停车位，给客户带来很多不便，
一度导致客户量减少，业绩下滑。

为扭转局面，该支行多次召开
会议，研究对策，发挥自身优质服务
的优势，通过上门维护“卡乐付”机
具、宣传健康卡、耐心介绍农商行贷
款业务品种及流程等方式，争取更
多的客户，创造优良工作业绩。

崇阳农商行十字街支行

优质服务受好评

双边统筹，深耕优势补齐短板

崇阳县天城镇桃红村是传统山
区村，1718人中，贫困户 39户 107人，
资源贫瘠，村民贫困。

“资源禀赋和历史欠账相互捆
绑。”自去年年初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以来，崇阳工商局副局长曾高柔，
历经多番调研和探讨，如此形容桃红
村的发展矛盾。

植被覆盖率96%以上，崇阳港穿腹
而过，坐拥十里画廊、休仙谷……这里
被赞为“空气可打包带走的世外桃源”。

与生态优势形成反差的是发展
滞后的“坚硬现实”：交通不便，对外
连接不畅通，成为发展瓶颈；土地资
源紧缺，大都是背阴的山沟地，处于
撂荒状态；技术匮乏和观念滞后，成
为村民致富难题……

如何释放森林、土地等资源活
力，打通村民致富瓶颈？

在征求贫困户意见基础上，一边
紧盯周边大市场，一边用绿色产业编
织本地“种植饲养链”，带动贫困户增

收脱贫。
赴湖南浏阳市学习、因地制宜勾

勒绿色产业图、应急之举与谋远相结
合……扶贫工作组以有主导产业 、有
集体收入、有群众服务中心等“九有”
标准建设新村。

多方合力，逐项推进联合赶考

7月19日，在桃红村四组，崇阳县
工商局、水利局、移动公司等多部门联
合作业，实地商议桃红村扶贫项目的
具体预算、方案，预计下周开始施工。

7月 1日，在桃红村第七次“主题
党日+”会上，崇阳县委组织部长程冰
野召集10余家部门机关负责人，对照
难题列出“问题清单”，交好“命题作
文”答卷。

黑山羊养殖基地、移动基站、安
全饮水工程、公路桥涵工程、农电整
改、危房改造、山体滑坡整治……七
道命题作文逐一作答，相关部门各自
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及计划安排。

“羊舍主体工程已完工，就等道

路和安全饮水及蓄水池工程建好
了。”崇阳县工商局局长雷亚星边说
边展示“桃红源生态种养休闲旅游有
限公司”规划效果图。

在议论和商讨中，《桃红村2016年
精准扶贫项目建设计划表》制定出来，
并按要求逐项分解、安排、落实到位。

链接到户，打通利益共享渠道

一排排两层建筑羊舍在山脚下
整齐铺开，棚内成群黑山羊正在进
食。“这是今年崇阳工商局投资 20余
万建起的黑山羊基地主体工程，总面
积450平方米。”技术总监湖南浏阳人
胡德法说。

6月底，崇阳工商局从浏阳引进
黑山羊 100只，投入饲养。黑山羊繁
衍速度快，且市场紧俏，预计年底将
存栏 150只，并可销售 100多只，年底
纯利润可达十余万。

黑山羊产业基地只是该村产业链
的一环。扶贫工作组将贫困村、贫困
户拉进产业链，建起“基地+公司+贫困

户”的产业链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
公司是串起市场与农户的关键

环。崇阳县工商局组建“桃红缘生态
种养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18万元，分别由村民委员会和2名村
民股东组成。公司以黑木耳为主导产
业，以黑山羊产业和米粉加工产业为
副业补充，带动休闲旅游农庄服务业
和楠竹深加工产业，形成“一白两黑一
绿”的产业格局。

同时，公司每年在纯利润中各按
20%预留村民产业扶贫资金、政策兜
底等帮扶资金，用于村级内部村民产
业扶贫贷款和政策兜底困难户的帮
护。此外，公司与贫困户签订用工协
议，主导产业盈利后，将吸纳和带领村
民入股致富。

原本分散的要素汇聚，引发强劲
的致富信心。“看着一排排的黑色木耳
架子，想象着直往外冒肉头的黑木耳，
格外亲切，日子有盼头！”48岁的吴国
新，在村民大会上被推选为村民股东，
每日清晨都围着基地 来回转一圈。

崇阳县桃红村

产业扶贫闯富路
记者 王凡 通讯员 柳军霞

8 月 15 日，在崇阳县石城镇八一
村金玉满堂葡萄园内，前来采摘葡萄
的游客络驿不绝。

据介绍，该基地投资 1000万元，流
转土地 130亩，栽种巨峰、夏黑、美人
指等品种，今年喜获丰收，可采摘葡
萄20余万斤。

特约记者 徐功频 王芳芳 摄

葡萄熟了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通讯
员孙煌、周巨报道：日前，崇阳县地
税局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特邀县健
康管理中心专家授课。

讲座围绕肠道保养、血管保
养、心理疏导等三方面，重点讲解
了如何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饮
食习惯等相关知识，强调健康重在

自身的科学管理，在日常生活中须
遵循良好的生活方式。

此次讲座不仅丰富了地税干
部职工的健康卫生知识，增强了大
家的自我保健意识，更进一步倡导
了“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理念，
为地税干部职工以强健的体魄更
好地投入地税事业奠定了基础。

县地税局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8月10日，在第四届“香城大舞台”颁奖晚会暨咸宁市首届社会文艺
团队展演中，崇阳县老年大学舞蹈班表演的《送酒对歌》荣获二等奖。图
为舞蹈班学员表演情景。 特约记者 王芳芳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锦阳、通讯
员庞康恒报道：8月 3日,崇阳县烟
草局查获一起涉烟案件，现场查获
卷烟38条，案值0.88万余元。

当日上午，该局专卖执法人
员依法对天城城区一家超市进行
突击检查，现场查获2个品规卷烟

共计38条，其中：黄鹤楼（硬红）26
条，黄鹤楼（软红）12条，案值 8840
元。因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卷烟
的合法购进凭证，执法人员依法将
上述卷烟先行登记保存。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
理中。

县烟草局

查获一起涉烟案件

本报讯 特约记者锦阳、通讯员
王建华、汤伟报道：身穿白大褂、肩背
喷雾器的防疫人员深入全镇各村进
行灾后消毒；利用手机、村村响、网络
等平台向群众及时发布高温预警信
息，并配送风油精、葡萄糖、绿豆汤等
应急物品，预防群众中暑。连日来，
在崇阳县桂花泉镇辖区内随处可见
这样的场面。

这只是该镇全力开展抗灾救灾

“三防两保”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 7月初的持续强降暴雨，致

使桂花泉镇全镇受灾严重。为确保
全镇抗灾救灾工作有序推进，该镇成
立了抗灾救灾“三防两保”工作领导
小组，统一指导全镇抗灾救灾工作。

该镇加强气象服务，密切监测天
气变化，通过微信公众号、干部工作
微信群、“村村响”等渠道发布高温天
气预警信息 900余条，以及防暑降温

常识和中暑急救知识2000余次，提醒
广大群众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提高自
救互救能力。

连续的酷暑天气容易引发安全
问题，该镇政府围绕电器、电路、消防
器械等重点环节，对辖区企业、建筑
工地开展“拉网式”的专项检查，排查
安全隐患 4处，对查出的隐患落实整
改责任，限期整改到位，及时消除了
安全隐患。

该镇还要求卫生院、8个村卫生室
备全备足防暑降温应急救援药品，加
强医务人员技术培训，组建 2个医疗
救助组，确保群众中暑后能及时得到
救助；同时协调供电站合理分配电力，
优先保证群众生活用电。

据悉，“三防两保”即防高温、防中
暑、防疫情，保安全、保稳定。目前，全
镇上下行动迅速，“三防两保”工作如
火如荼地开展。

桂花泉镇“三防两保”惠民生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通
讯员叶志雄报道：自入汛以来，崇
阳县多次出现强降雨过程，水利
基础设施遭受严重损失。为此，
该县水利局积极发挥部门职能作
用，全力以赴为各乡镇提供技术
服务，加快推进水利工程修复，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日前，记者在白霓镇白露村看
到，一处水堰在今年的洪灾中被冲
毁，工人们正在水利部门的指导
下，对受损的水利设施进行重建。

据悉，在今年的洪灾中，全县
水利损坏堤防 636处共计 47.15千
米，堤防决口共计50处2.68千米，

损毁饮水管网共计 12.17千米；小
型农田水利设施受损、淤积、倒塌
等现象十分普遍。全县水利经济
损失达1.01亿元。

灾情发生后，该局不等不靠，
积极响应，科学制订水毁水利工程
修复方案，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按
照“先重后轻、先急后缓、快速抢
修、确保稳定”的原则投入到水毁
工程恢复工作中。

至目前，共投入水利抢险救灾
资金 1200余万元，完成土方 12万
余立方米，修复重点决口河堤 32
处，处置水库险情5处。全县水毁
工程设施修复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县水利局

抢修水毁水利设施

本报讯 特约记者沈二民、通讯
员刘智利报道：自8月8日金三单轨上
线以来，崇阳县发展大厦三楼国地税
联合办税大厅迎来了业务高峰。

针对业务量大、人员多的特点，该
县国税局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和科
室负责人轮流坐班制度，明确导税服
务、技术支持、舆情应对、业务协调等
工作职责，利用国税微信公众群、税企

QQ群实时发布办税信息，引导纳税
人错峰办税。向纳税人讲解办税流
程、解答涉税疑点、难点问题，宣传“金
三”上线后涉税业务办理的前后变化，
维持好办税大厅正常秩序，争取纳税
人的理解和支持。

该局严格执行纳税服务规范，
认真落实税容风纪、言行规范、工作
态度等方面的纪律要求。为避免纳

税人长时间等待而出现焦躁情绪，
办税服务大厅在电子显示屏上滚动
播放“金三”上线业务办理流程，导税
人员实行双人上岗，将纳税人有序引
导至休息区、表单填写区、自动办税
区，合理安排纳税人前往窗口办理
业务。

为切实提高办税效率，办税服务
大厅推出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一系

列特色服务，为偏远乡镇纳税人、老弱
病残孕等行动不便的纳税人开通办税

“绿色通道”，同时及时向纳税人推行
“免填单”业务、网上办税业务和POS
机刷卡缴税业务，节省办税时间，最大
限度地服务纳税人。

目前，该局金三单轨上线首日各
项业务平稳有序运行，仅 8月 8日，就
办理各类业务359笔。

县国税局积极应对“金三”上线业务高峰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报
道：8月 13日，崇阳县首次使用直
升机防治森林虫害。

6月份的多雨天气，为森林病
虫害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松
褐天牛在崇阳县林区大量繁殖。
它是松树毁灭性病害——松材线
病的主要媒介昆虫，如果不及时
防控，该害虫将会不断扩散蔓延，
可能导致松材线虫病暴发，会对
该县松树造成严重危害。

据了解，该县共有松林面积
25万亩，目前松褐天牛发生面积
达到 9500亩，主要分布在桂花泉

镇、白霓镇、天城镇、桂花林场等
地。由于该县地处林地，丛林密
布，对松褐天牛虫的防治难度大，
该县采用直升机低空喷雾作业的
方式进行防治。

该县林业局工程师毛圣明告
诉记者，通过直升机作业能有效
解决全县山高林密人工难于操
作的问题，防治速度快，效率高，
直升机按照预设好的自动化程
序，在指定林区上空进行松褐天
牛防治药剂喷洒作业，可有效消
灭松褐天牛，维护全县绿色屏
障。

崇阳首次采用直升机

防治森林病虫害

本报讯 特约记者锦阳、通讯员
彭尧报道：日前，崇阳县食药监局对全
县药械经营使用单位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专项督查，严厉打击药械违法经营行为。

此次检查的重点为10个方面：是
否超范围经营药品；药品储存管理是
否规范；关键岗位人员是否在岗；是
否未经许可或备案经营医疗器械；是
否购进或使用无合格证明文件及过
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等。

“要敢于‘亮剑’，抓铁留痕、踩石
留印。”在专项督查之初，该局局长殷
九鸣掷地有声地提出，一定要杜绝惯
性思维、侥幸心理，不走过场，决不放

过任何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问题。
为此，该局成立督查专班，制定方

案，进一步细化和量化检查内容，要求
执法人员深入药械生产经营使用各环
节，严格检查各种票据、资料、手续，详
细做好现场检查笔录。

专项督查中，该局不打招呼、不要
陪同，通过实地暗查，采取集中打击与
日常监督、打假治劣与规范提高相结
合的方式，对全县药械经营使用单位
督查，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
整改，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处理。
截至 8月 15日，共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45份，立案查处30起。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通讯员
崔美林、邓军报道：近日，崇阳县人社
局迅速行动，深入企业、建筑工地一
线，全面开展规范劳务派遣专项检
查，督促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诚
信经营，有力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
益，受到一致好评。

据悉，全县共有 80 多家企业接
受检查。检查过程中，该局积极协
调，联合相关部门，成立领导小组，组
建 4个工作专班，强势发动，合力攻
坚。重点针对用人单位特别是建筑、
市政、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领域企
业劳动合同签订和按月足额支付工

资情况;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
的企业工资支付情况;用人单位参加
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禁
止使用通过规定执行情况进行深查
细纠。

此外，该局认真开展摸底调查，全
面掌握劳务派遣现状，对劳务派遣单
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规定情
况，遵守工时、休息、休假规定情况，遵
守高温津贴规定情况等进行纠查，有
力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检查结束后，该局将根据企业遵
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
况，进行诚信等级评价。

县人社局

规范劳务派遣工作
县食药监局

加强药械安全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