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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村民向笔者反
映，他因农机“停摆”，到镇农机
服务站寻求技术支援时，却吃
了个“闭门羹”：负责农机维修
的技师已经退休，一时无法承
担检修工作。

无独有偶，一位特意从外
地赶回老家办证的朋友，却因
为当地正在换届，领导“未到
位”，无法顺利签字办理。

如此服务“断档”的现象，
在当前农村中不胜枚举。一边
是随着农民科技致富意识的增
强，对科技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但“田秀才”队伍却弱化了，难当
大任；一边是地方换届，领导岗
位出现暂时空缺，导致一些职能
服务部门无人理事、无人办事，
群众的需求无法得到落实。

如何解决这些服务中的
“断档”问题？笔者认为，关键
还是要从转变相关职能部门的

工作作风着手，增强宗旨意思，
以服务群众就是服务发展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谋划服务工作，
优化服务环境。

就农机维修服务“断档”的
现象来说，问题就出在“最后一
公里”的“短腿”上。试想，如果
有关部门能够提前培训技师，
让工作“无缝衔接”，就能有效
避免“人退技术退”的服务“掉
线”、“落空”现象。

俗 话 说 ，行 百 里 者 半 九
十。只要相关职能部门在制定
出台相关服务政策举措时，都
能设身处地地从群众的需求和
感受出发，提前谋划，周密部
署，服务群众就永远不会“断
档”、“掉线”。

服务群众莫“断档”
■柯常智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特约记者
刘健平、通讯员吴超志报道：8月 2
日，通城打响项目建设“百日大会
战”。目前，全县51个重点项目建设
进度明显提速。

针对上半年持续强降雨对项目
建设造成的影响，以及项目推进过程
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通城县于8月2
日召开全县项目建设“百日大会战”
动员会，实施要素驱动，强势推进项
目建设。

该县明确重点项目建设“百日大
会战”县级责任人和信息联络员，实
施“每日有进度、每周有变化”的动态
跟踪监督管理。各项目建设指挥部
第一时间向项目办报送项目建设进
展，县委县政府适时召开专题会议，
协调解决“百日会战”中的重大问题。

该县强化贴身服务，发改、规划、
国土、环保等行政主管部门实行专人
对接，建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提高
项目手续办理效率。项目责任单位
实行专人跟踪，贴身服务，最大限度
地为项目业主提供方便。

该县强化要素保障，通过争取国
家政策资金支持、调整优化县级财政
支出结构、加大金融支持等措施，多
渠道筹集项目建设资金，优先保证重
点项目建设支出；根据每个项目的突
出问题和具体特点，针对性的调集攻
坚力量，对项目建设“百日大会战”实
行用钱、用人“点供”。

该县还落实精细管理，全面梳理
所有会战项目，优化工作台账，细化
时间节点，抢抓有利建设时机，倒排
工期，精细管理，强化调度，狠抓项目
推进。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情况下，全
力协作推进，千方百计加快在建项目
施工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至目前，通城项目建设“百日大
会战”初战告捷：高新产业孵化园，一
周时间完成了10个组的土地测量到
户和全部拆迁户的房屋测量评估；三
赢兴二期项目，1万平方米的厂房已
经完成了40%的装修量，为年底建成
投产打下坚实基础；瀛通电子二期，5
栋宿舍楼和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完成
建设，即将交付使用。

本报讯 记者程慧、特约记者陈
卫民、通讯员徐富民、徐维帅、朱必坤
报道：12日，记者在通山县九州大润
发超市内看到，整齐的货架上商品玲
琅满目。

“6·28”罕见暴雨中，该超市发生
内涝，损失很大，不仅所有货物浸水
损毁，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也几近

“瘫痪”。
“县保险公司及时送来第一批次

100万元赔款，解了燃眉之急。”公司
法人代表吴忠诚告诉记者，灾后超市
积极重建，迅速恢复营业。

来自九宫山镇的养殖大户章文
兵对“6·28”暴雨同样记忆犹新，因为
肆虐的洪水曾导致合作社4个鱼塘决
了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8万元。

时隔一个半月，记者在通山县洪
茂生态种养殖合作社看到，只见池塘
堤坝已经修复，农户生产秩序井然。
理事长章文兵说，通山农商行横石支
行获悉情况后，对合作社16户贫困户
社员以联保方式发放120万元贷款，
解决了资金难题。

洪灾无情人有情。灾情发生后
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通山全县金融部
门闻汛而动，创新方式，特事特办，优
化服务，为全县灾后重建提供有效资
金支持。

县保险公司启动极速理赔流程，
开通绿色通道，核实一处赔付到位一
处；县农行灾后三天内完成全县208
个因灾受损的惠农服务站重建和修
复工作，并对支持的企业、生产经营
业主受灾情况进行统计，先后发放贷
款3054万元。

同时，各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方
式，简化办事流程和手续，临时增加
商户联保、流量贷等风险较大的贷款
方式，并适度降低利率优惠，积极帮
扶商户、企业渡过难关。

县政府还拿出铺底担保金500万
元，按约定比例承担代偿责任，由县
邮政银行按1：5比例发放贷款；县农
商行在“精准扶贫贷”贴息贷款中安
排1000万元资金用于受灾商户灾后
恢复经营，有效提高了受灾户恢复生
产的积极性。

通山金融创新助力灾后重建
通城保障服务加速项目建设

两菜育苗
17日，嘉鱼县潘家湾镇

肖家洲村 3 组，当地村民正
在地里忙着包菜、白菜的育
苗。

据了解，今年夏季的
暴雨灾害，给蔬菜大镇造成
严重损失。为弥补损失，许
多农户早早地开始整地培
育“两菜”苗，争取早移栽、
早上市，卖个好价钱。今
年，该镇计划种植两菜的面
积8万多亩。

记 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汪中昌

孔伏波 摄

女儿徐琼雅：他是个大好人，真
正的好爸爸

“我没想到，他跟我说的最后一
句话竟是‘以后再说’，然而再也没有
以后了。”徐建军的女儿徐琼雅难以
控制的泪水不停涌出。

徐琼雅追忆，爸爸的收入不高，
为了供她上学，他一省再省，长年累
月永远都是一身警服，自己从没买过
衣服，最受穿的便服还是她买给他的
一件白色运动T恤。

2014年，徐建军到武汉做心脏搭
桥手术，徐琼雅一直陪护着他。“住院
期间我每天给他送饭，爸爸总是对周
边的人自豪地说，这是我女儿亲手给

我做的饭。我做的一点小小的事他
都记得很清楚，都为我感到骄傲。”徐
琼雅说。

徐琼雅以前总觉得父亲是一个
“大傻子”，天天忙工作不回家。“现在
他离开了，我才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
大好人，真正的好爸爸。”说这话时，
徐琼雅已泪流满面。

妹妹徐桂玫：我哥有点傻，什么
都不图

徐桂玫是徐建军的妹妹，比他小
9岁。兄弟姐妹间感情很深，但在徐
桂玫印象里，二哥却有点“傻”。

徐桂玫说，做人有的图钱，有的

图权。二哥既不向领导要官，又不图
钱。每次和他聊天埋怨他时，二哥总
是批评她思想觉悟不高。

有一次，徐桂玫交通违章，想让
徐建军去说情，抹去违章记录。徐建
军说：“妹妹，别为难我，罚款我帮你
交了呢。”徐桂玫知道二哥的脾气，他这
么说了，肯定不可能去说情。这件事之
后，徐桂玫再也没向徐建军开过口。

父亲徐斯华：他生活俭朴，却孝
敬老人

徐建军的父亲徐斯华今年已经73
岁了，曾是赤壁市看守所的一名普通
民警。提起徐建军，老人家感慨万分。

老人的大孙子、大孙女都在深圳
工作，每年他们都会邀老人到深圳游
玩。今年6月18日，徐建军把老人送
上去深圳的高铁后，每隔几天都会打
电话问候父亲的近况。

“没想到前两天的问候，竟然是
父子俩最后的诀别。”7月7日，老人的
大儿子打电话让老人回来，当时大家
都没有告诉老人发生了什么事，直到
到达武汉的医院，老人才发现徐建军
已经失去了意识。

“白发人送青发人，没想到这样
的人间悲剧落在自己头上。”老人悲
痛至极。

因为工作繁忙，徐建军从未带父
亲出去游玩。同样做警察工作，徐斯
华很理解儿子。

在徐斯华心中，徐建军生活很俭
朴，至今最爱吃的仍是大白菜，长年
一身警服。今年，他特地花500多块
给父亲订做了一件羊毛背心。这件
衣服徐斯华很喜欢，却一直舍不得
穿，仍然放在衣柜里。

家里“大傻子”
——家人追忆徐建军

记者 黄柱 见习记者 吴钰 通讯员 张恒 兰燕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员
唐芬报道：昨日，市政府党组书记、
市长丁小强主持市政府党组2016
年第8次会议，学习中纪委和省纪
委通报文件精神，并审议养老保险
和医保整合方案。

会议要求，全市政府系统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要强化党性观念，勇
于干事担责，始终做到对党忠诚、
对组织坦诚，坚持把纪律挺在前
面，主动接受监督，对照党章、党规
查找自身党性观念等不足，真正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进一步加大谈话函询、抽查
核实和问题处置力度，坚持抓早抓
小、抓深抓细；要强化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
党性修养、恪守从政道德。全市政
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一
把手要坚持亲自抓、主动抓、具体
抓、经常抓，作忠诚干净担当的标
杆。

会议还审议了养老保险和医
保整合方案。指出，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涉及广大干部
职工的切身利益。整合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实现城乡居
民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权益、推动医
疗保险事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
续管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举
措。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正确引
导舆论，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要准
确解读各项政策，有针对性地解疑
释惑，使广大干部群众切实了解政
策，成为养老保险医保整合的参与
者、支持者、受益者。

熊征宇、曾国平、周勇、胡甲
文、杨良锋、李建新、汪凡非等参加
会议。

丁小强主持市政府党组会

强化党性观念 勇于干事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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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丁小强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园区、项
目、产业建设等30项重点工作督办专题会，
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年初，市政府召开四届六次全体（扩大）
会议，对2016年政府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
署。半年时间过去，工作进展如何？会上，市
政府分管领导围绕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幕
阜山绿色产业带、北斗产业园、海王医药产业
园、中德产业园、精准扶贫、农产品加工千亿
产业等方面，分别汇报了各自领衔的重点园
区、重点项目、重要产业建设、重点工作的进
展情况。

丁小强指出，项目是我们抓发展、抓落实
的载体和生命线。要狠抓项目，夯实责任，没
有项目，不带着责任去落实，最终我们将一事
无成。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
重大项目策划和推进力度。领导干部要切实
提升领导能力和水平，加强对项目的储备和
研究。要健全项目推进机制，落实市级领导
重大项目领衔制，市级领导要带领干、带头
干，各部门要带着责任干，积极协调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要压实责任，驰而
不息，久久为功，协调争取更多更好的项目落
户咸宁。要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补
齐发展短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丁小强强调，要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决心胆魄来策划项目，进一步完善全市项目
库。市发改委要积极开展项目策划，做好项
目前期准备工作，要用实实在在的项目作为
支撑，以“一区两带三大（咸宁高新区，咸嘉生
态文化城镇带和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大文化、
大旅游和大健康）”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绿色崛起。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各县市区财政要拿出真金白银，集中资
金力量，支持贫困村、贫困户脱贫奔小康。要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一线工作、成效检验，确
保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目标任务、精准扶贫目
标任务结硬账。

市领导熊征宇、曾国平、周勇、胡甲文、杨
良锋、李建新、汪凡非出席会议，市直有关单
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余江报道：18日，我市召开综
合考评工作会议，安排部署
2016年度综合考评工作。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晖讲话，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汉桥
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济民通报2015年度全市综合
考评结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熊征宇宣读2015年度市直单
位“争先创优”表彰文件。

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明
确一个总要求：抓住从严治党重
大历史机遇，锐意进取、奋发有
为、争先进位。要对标作业，唯
旗是夺，补齐短板，争创一流。
要补齐全面推进改革创新的短
板，切实抓好省委检查组反馈
问题的整改落实、年度改革任
务的推进落实、改革主体责任
的督查落实。要补齐全面推进

法治建设的短板，不断健全体
制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完善考
核标准，确保法治咸宁建设取
得实效。要补齐全面推进党的
建设的短板，重点抓好“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党风廉政建设、
组织、思想宣传、统一战线等工
作。要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短板，全力抓好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工作，提升民生福祉。

会议强调，市县两级考评
办要充分发挥作用，做好综合
考评各项工作，确保工作取得
实效。要深入研究、全面对接
省定目标任务。要切实加强督
办检查，把握时间节点，抓好进
度分析通报。各地各单位要对
照目标加措施，全力抓好各项
工作的落实，确保三季度“上好
台阶”、四季度“结好硬账”，奋
力完成全年综合考评任务。

全市综合考评工作会议强调

确保完成全年综合考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