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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

整治突出
环境问题

本报讯 见习记者陈希子、通讯
员邹晓伟、陈蔚报道：7日，嘉鱼县临江
产业园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现场，伴随着阵阵机器轰鸣，工人
们正忙着进行设备调试。

金盛兰冶金整个厂区投资75亿
元，一期占地3000亩，主营钢铁生产、
余热发电以及长江专用码头等相关配
套辅助设施。此前，因粉尘、噪音较大
等问题，对附近群众造成一定影响。

“公司目前已投资环保资金6亿元
左右，购置消声、粉尘、脱硫等环保设

备设施125套。”公司副总经理杨勇说，
预计项目10月份建设完工整改到位，
届时粉尘污染会大大减轻，噪音也会
消失。

记者看到，厂区已新建了10米左
右高的围栏，同时新建3个净化水池，1
个污水处理池。处理完的废水可直接
用于浇灌、喷淋扬尘，保证整个工业生
产污水达标排放。

据悉，为了确保环保验收合格，嘉
鱼县潘家湾镇湖北联乐集团嘉鱼县富
民酿造有限公司早在6月份就开始停产

整改，所有未经污水厂处理的排污管
道，全部拆除，并投注资金进行重建。

当日，记者走访富民酿造厂区，新
的污水处理厂已投建，每日污水处理能
力达3000吨，且完全符合污水排放标
准。不仅如此，企业还联合环保部门安
装了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直接连接市
级、省级平台，监测情况一目了然。

为开展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作，
嘉鱼县加强组织领导，迅速成立环境
突出问题整治指挥部，压实责任，不留
空档，明确整改处理意见和整改时限；

成立专项督办组，每周开展两次现场
督办；强化依法处理，严肃问责，已下
发行政处罚决定书17份，收缴罚款87
万余元，并督促部分企业停产整改。

截止目前，针对省市交办的19项
环境突出问题，嘉鱼县已整改销号10
个，51项违建项目已整改26个。

压实责任 不留空档

嘉鱼整治突出环境问题销号过半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刘俊杰、程懿
君报道：昨日，记者从市委组织部获悉，我市深
入落实“支部主题党日”基本载体经验做法，入
选省委“两学一做”学习协调小组办公室主编
的《全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特色做法汇编》，
供全省各地各单位借鉴。

2015 年 11 月 2 日以来，我市围绕党组
织生活常态化、党员教育长效化两个出发点，
扎实开展“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全面落实从
严治党要求，持续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在推进“ 支部主题党日”过程中，我市围绕
“四统一”要求，探索形成“一二六＋”的完善体
系，即固定一个时间、实现“ 两个全覆盖”、推进

“六事联动”、做好“＋”字特色文章。
具体做法是：做到统一固定时间，“ 支部

主题党日”固定为每月第一周的周一下午，除
中央和省委重大活动安排和特别紧急的事项
外，市内活动都要为之调整。做到统一对象范
围，“ 支部主题党日”覆盖全市所有党支部和
党员，6065 个党支部、13. 5 万余名党员都被
纳入到活动中。 做到统一活动内容，市委将
活动内容明确为“ 六事联动”，即诵读党章、交
纳党费、知晓党情、开展组织生活、实行民主议
事、落实公开制度。“＋”是特色自选动作，市
委将“ 两个工程”和“ 两个服务”即能力素质提
升工程、履职尽责管理工程和服务精准扶贫、
服务绿色崛起作为“＋”的统一要求和首要任
务，同时给基层留出一定的创新空间，实现了
学做结合。做到统一组织实施，市委主体办
会同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一起合力推进，共
组建 7 个分类指导组和 6 个督导组，印发了分
类指导书以及指导督导清单，采取随机抽查、
巡回检查、电话询查的方式，有效促进了活动
的深入开展。

通过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我市全体
党员补足了精神之钙，增强了党性意识。基础
党组织创新了教育载体，增强了组织活力。全
市党员健全了党内生活，实现了常态长效。各
级党组织结合实际，深化“＋”内容，贴近了基
层地气，密切了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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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徐
唐超、瘳春旭报道：为切实维护节日期
间食品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
团圆的中秋佳节，9月15日，市食品药
品监督局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温泉城
区集贸市场、部分大型超市、药店、聚

餐人数较多的中型酒店、旅游景区内
开展食品药品专项检查。

检查人员针对节日期间消费特
点，结合日常监管情况，重点检查了月
饼、酒水等节日食品，并严格查验索证
索票情况、肉及肉制品经营户检验检

疫证明、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是否有
标签标示等。检查人员对“你点我检”
检测情况、餐饮单位原料购进记录、现
场卫生、菜品留样情况以及餐具的消
毒设施配备情况等现场检查，最大限
度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在各大中型药店，主要检查药品、
保健食品、索票及资质管理，购进渠道
是否合法，执法人员要求各经营单位
要严格把关，杜绝经营过期食品、药
品，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确保节
日期间食品药品市场安全有序。

我市严查中秋食品药品安全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丁
永涛报道：为确保中秋假日期间全市
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持续稳定，昨日
上午，市委书记李建明，市委副书记、
市长丁小强来到市公安局、市安监局
突击检查。李建明要求，要压实责任，
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全市节假日平安
稳定。

在市公安局应急指挥中心，李建
明、丁小强通过视频，详细了解各县市
区节假日期间的值班值守和社会治安
情况。值守在各县市应急指挥中心的

负责人纷纷报告：值班干警在岗在位，
巡逻力量摆在街头，社会治安稳定，将
以县市平安保咸宁大局稳定。

李建明通过视频向坚守一线的公
安民警、武警部队和消防官兵致以节
日问候。

李建明指出，节假日是人流、物流
高峰期，社会问题复杂多发，公安、消防
等部门要进一步坚持岗位值守、加强巡
逻力度，确保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

李建明强调，当前我市社会总体稳
定，但是要时刻紧绷社会和谐稳定这根

弦。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稳
定和安全生产，做到守土有责。全市政
法机关要和全市上下共同努力，进一步
提高“一感两度两率”（群众安全感、社
会治安满意度、政法机关执法公正满意
度、平安创建活动知晓率和参与率）。
政法机关以及安全生产部门，要深入一
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突出安全稳定
重点，动员发挥社会力量，构筑平安咸
宁的安全屏障，不辜负省委省政府的殷
切期望，不辜负咸宁百姓的基本诉求，
用实际行动保一方平安。

随后，李建明、丁小强来到市安监
督局。在仔细查看当天值班记录后，
李建明当即拨通了嘉鱼安监局的值班
电话。得知局长亲自值班、畈湖工业
园等重点单位生产正常后，李建明要
求，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节日期间安全
防范措施，加强值班值守工作，有效防
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全市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胡甲文参加
检查。

李建明丁小强突查中秋安全工作时要求

构筑平安咸宁的安全屏障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
员李文报道：自换届工作启动以
来，通城县抓宣传、抓监督、抓问
责，“三管齐下”打好换届工作纪律
监督“组合拳”，以铁的纪律保证
县、乡换届有序、平稳、高效推进。

抓宣传，教育提醒“全覆
盖”。该县充分利用通城廉政
网、《清廉通城》微信微博平台、
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九个严禁、九个一律”等换届纪
律要求，把严肃换届纪律同“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主题党
日+”活动相结合。通过组织专
题学习、观看警示教育片、谈心
谈话等多种形式，强化换届纪律
规矩意识，形成纪律严明的高压
态势，营造良好换届氛围。目
前，该县已向全县各乡镇和县直
部门发放严肃换届纪律提醒卡
3000余张。

抓监督，巡回检查“无死

角”。该县纪委与县委组织部联
合成立2个换届纪律专项督查
组，采取听取汇报、问卷调查、随
机访谈等方式，对各乡镇严肃换
届纪律工作进行巡回监督检
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充分利
用信件、电话、网络、短信“四位
一体”的“12380”综合举报受理
平台，对有关违反换届纪律信访
举报，以及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进行分类查核、联合
快查，做到有举必查、查必有果。

抓问责，正风肃纪“零容
忍”。该县坚持防止干部“带病
提拔”，对跑官要官的一律不得
提拔，并记录在案；对拉票贿选
的，排除人选名单或取消候选人
资格，对查处的违反换届纪律案
例及时进行通报曝光，做到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着力提高换届
纪律执行力和震慑力，确保换届
工作顺利推进。

抓宣传 抓监督 抓问责

通城严抓换届纪律不松手

节日施工忙
昨日，在城区十六潭西段延伸暨龙潭大桥上，施工人员正在对桥

面拱管进行除锈处理。该工程起于淦河大道，止于西外环，全长
918.67米，总投资7450万元。工程将在我市第八届国际温泉文化旅
游节前夕建成并投入使用。

当天是中秋佳节，我市各重点工程建设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奋战在施工一线。记者 袁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