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迎党代会 荆楚新跨越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饶勇报道：茶庵岭镇金峰村
发展党员档案资料错误，对支书黄某责
令深刻检查，分管副书记冯某进行诫勉
谈话；车埠镇熊岭村党员不知晓“两学
一做”内容，对驻村干部宋某、分管副书
记杨某进行工作约谈……

3日，赤壁市委组织部公开通报一
批基层党建工作不力的党员干部。

去年，为不断提高基层党建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该市出台方案对抓党
建工作、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

“主题党日+”上失职失责的党员领导
干部，一律追责问责。除追究直接责任
人责任外，上查一级，追究上级党组织

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责任。
赤壁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甩响追责问责的“牛鞭子”，就是要以严
厉的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
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唤醒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责任意识。

去年以来，全市开展巡查督查30
多次，发现问题370余条，21名党支部
书记和党员干部受到纪律处分或组织
处理。

近年来，赤壁市主动适应从严治党
新常态，完善和落实市、镇、村党组织抓
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动机制，打造党建
民生工程，凝聚了党心民心，激发了赤
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活力。

该市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各级党
组织书记第一任务，制定出台了《关于
建立健全市镇村党组织抓基层党建工
作三级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
明确、细化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
工作的职责、措施和要求。由市、镇、村
三级领导带头，共建党建工作联系点。

在具体一线工作中，该市进一步出
台《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五条规定》，
建立基层工作日、交基层朋友、住村调
研、夜访夜谈、选派“第一书记”等制度，

帮扶基层党组织180多家，激发了基层
党建工作的活力。

同时，每年初，市、镇、村三级党组
织书记把办好基层党建“十件实事”作
为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并进
行公开承诺，向党员群众公示、接受监
督。

去年，该市各级各部门投入党建工
作和帮扶资金6000多万元，帮助基层
群众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
整治等生产生活困难2100多件。

问责干部 承诺群众

赤壁三级联动迸发基层党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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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郑重声明：

医院在咸宁城区
未设立任何分院

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起源于1898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第三代传人镇海馀先生创办于
1976年，是湖北省唯一的一家专治风湿病的二级甲等中医医
院。医院独家拥有“麻塘”、“镇氏”、“镇家”、“镇氏兄弟”等用于
医疗服务的注册商标。医院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氏风
湿病马钱子疗法》镇氏嫡系传人在咸宁城区未设立任何分院，
提醒广大市民谨防上当受骗。

院址：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 联系电话：8618999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刘俊杰
报道：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
玉率调研组到我市调研指导“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和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绍良，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蔚盛斌，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王济民、副市长胡甲文参加调
研。

2015年底，我市创新性推行“主题
党日+”活动，让党内政治生活落地生
根。在此基础上，去年省委将“主题党
日+”规范为支部主题党日，并写入“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在全省推
行。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意见》，推广支部主题党日。

齐玉深入咸安区官埠桥镇张公庙
村，全程观摩了该村2017年第5期“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在张公庙村“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上，80多名党员现场缴
纳本月党费，齐声诵读《中国共产党章
程》第七章，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关于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
的主要精神。开展党的组织生活，村党

员述学述做和支部书记讲党课。推行
民主议事，落实民主公开制度。

齐玉指出，支部主题党日发源咸
宁、成型湖北、推广全国。张公庙村“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既有严肃的政治议
题，又有务实的民生议题，形式多样、氛
围庄重、内容充实、令人震撼。他还就
坚持“支部主题党日”，规范“三会一
课”，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走向深
入提出具体要求。

近年来，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村村
“两委”通过迁村腾地建新村，引进新型
产业谋发展，村民们告别了“泥巴路”、
臭水沟、旧瓦房，住进崭新的农村社区，

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升。齐玉实地察
看了该村文化广场和“五合一、五统一”
民主公开栏，与村党支部书记亲切交
谈，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路和做
法，并看望慰问农村无职党员。齐玉充
分肯定该村基层党建工作。他指出，基
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要积极培育基层党组织后备力量，
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力。
要扎实做好基层党建各项工作，把全面
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基层、落到实处，切
实发挥党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齐玉还深入官桥八组调研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中组部副部长齐玉在咸调研时强调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她是全市唯一的2016年度“全国最
美中学生”，她是老师心里的“优等生”，同
学眼中的“学霸”……她叫孙蔚熙，是咸宁
实验外国语学校805班学生。

4日，记者来到咸宁实验外国语学
校团员活动室，一个文静、秀气、腼腆又
自信的小女孩站在了记者面前，她就是
孙蔚熙。

“你眼中的‘学霸’，应该是什么样
子的？”面对记者的问题，孙蔚熙毫不犹
豫地回答：“既会学，又会玩。”

全国中小学生数学邀请赛二等奖、
咸宁市数学竞赛一等奖、作文频频被在
报纸上发表、各科成绩全“优”……孙蔚
熙的学习成绩，好得令人眼热。班主任
李海霞夸赞：“她的作业就像印刷出来

的一样，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老师眼中的“优等生”，并不是一个

死读书的人。孙蔚熙从小热爱阅读，博览
群书，对自然科学类图书更是情有独钟。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让孙蔚熙
产生了探索科学奥秘的极大兴趣。初
二上学期，孙蔚熙自告奋勇担任了班里
的生物课代表。从此，生物老师秦雪晨
既多了一个贴心的小助手，又多了一丝

“压力山大”的备课任务。“孙蔚熙习惯
发散思维，她不满足于书本上知识，不
满足于被动接受，提出的一些问题我需
要查阅资料后才能回答。”

秦雪晨举了个例子，讲到“心脏”这
一个知识点，孙蔚熙发问，鲸鱼的心脏
有多大？秦雪晨一下子愣住了，这个问

题她还真没有探究过。为此，她专门去
查阅资料，还结合广东惠州附近海域抹
香鲸搁浅的新闻事件讲解，才满足了孙
蔚熙的好奇心。

“课堂上，生活中，她随时随地都在学
习。”孙蔚熙的任课老师纷纷这样评价。而
孙蔚熙的“会玩”，也是有目共睹的。

弹钢琴、打篮球、跑步、画画、下围
棋、跆拳道……只要她感兴趣的，就会
涉猎，而且总能玩出一定的名堂。翻阅
孙蔚熙的荣誉证书：第24届“双龙杯”
全国少儿书画大赛金杯奖、省十八届

“楚天杯”围棋高级组银奖、市高级班
“最佳女棋手”、市2015年青少年跆拳
道少年女子组45公斤级第一名和女子
组个人品势第一名、代表咸宁市参加第十

五届省跆拳道运动会……校运会上，少不
了孙蔚熙奔跑的矫健身姿；班里的黑板
报、手抄报，都是她展示才华的舞台。

“学霸”孙蔚熙还乐于帮助同学
们。在推选“全国最美中学生”时，孙蔚
熙全票通过，同学们说，“我们没办法不
喜欢她！”

她还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经常参
加各种志愿活动。汶川大地震、雅安大
地震，她把自己的零用钱全部捐给灾
区；去年通山遭遇洪灾，她跟随家人去
灾区做义工；今年五一，她在咸安区马
桥镇农村福利院度过。

谈到未来，孙蔚熙告诉记者，很向
往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名校，希望能
通过努力，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小荷才露尖尖角
——记“全国最美中学生”、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学生孙蔚熙

记者 王远远

一桥涂料二期

建设正酣
2 日，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湖北

一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期，工
人们正在进行厂房的配套设施建设。

据了解，该公司是专业从事涂料
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化工企业，
潘家湾镇是该公司旗下的最大一家生
产基地，目前占地100亩的二期项目建
设接近尾声，将新建水性漆生产线、粉
末涂料生产线、包装生产线和专业地
坪漆生产线等。

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龙钰 汪中昌 摄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建设咸宁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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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孙霏、高燕报
道：农贸市场整顿无迹象，社区卫生脏、乱、差
现象突出；临街单位没有门前“四包”责任岗，
人行道破损情况严重，路边车辆乱停乱放现象
严重……

连日来，市创卫办5个督查组以整治城区
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为重点，以强化创卫氛
围、提升市容市貌为目标，展开首轮督查。

“首次督查共发现5大方面33个问题，将
据此逐项整理建立问题清单，逐个消号解决，
实行问题清单化管理。”创卫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迅速启动创卫工作。

自国家卫生城市卫冕之战打响，我市第一
时间设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市容环卫与环境
卫生保护工作专班、农贸市场及周边卫生、食
品安全、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社区与单位卫
生、重点场所与公共卫生5个工作专班和5个
对应的督查组。

目前，五个工作专班均制定工作方案，召
开动员大会，明确任务、明晰目标、压实责任。
五个督查小组开展不同形式督查工作。

对标创建目标和要求，五个专班工作保证
在现有硬件条件下，规范治理，坚决杜绝乱停、
乱放、乱搭、乱建、放任不管乱象，严禁出摊位
和占道经营行为。利用报纸、宣传栏、电视、广
播、电子显视屏及发放“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等多种形式宣传创卫工作和健康教育知识。

除“牛皮癣”，成为提升城市颜值的重要一
环。城管等执法部门展开联合执法，发现一例
处理一例，并在小区内适当位置设置信息公示
栏，满足居民对信息集中共享的需求。

市容市貌直观体现创卫成效。城区实行
“门前四包”、“万人洁城活动”和“领导包街包
社区”制度，出台《市容环境不卫生、不文明行
为举报处罚奖励暂行办法》。对行政、企事业
单位及居民区推行长效卫生保洁机制，并不定
期进行检查评比，对于排名靠前的予以通报表
扬，靠后的则通报批评。

下一步，我市将高频次督查簿弱环节，实
行“一周一督查，一周一通报，一周一整改”，确
保督查无盲区 ，整改无缺位。

对标迎检补短板
□柯常智

当前，我市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工作正在对标督查补短
板。

我市 3 年前成功创建为国
家卫生城市之后，河水变清了，
街道干净了，环境整洁了，交通
秩序好转了，环卫理念已逐步深
入千家万户。

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每满 3
年复审一次，对达不到标准的一
律取消命名的要求，要打好这场
新的保卫战，必须正视差距，迅
速对标补短板，看齐争一流。

要做好查漏补缺工作。严
格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暗
访评价表，一项一项进行自查自
检，对环境保护、主干道保洁等
基本做到位的，争取做得更好；
对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卫生，单
位和社区卫生经过努力能达标
的，各相关部门务必尽全力推
进，确保达标；对农贸市场改造
等工期较长一时还难以做到位
的，必须抓好日常管理，同时制
定改造计划，争取早日达标。

要深入开展整治脏乱差专
项行动。既要突出主要街路、商
业街区等重点部位，又要全面整

治背街小巷、小区庭院、城中村
和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等与群
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场所；既要修
复道路破损、井盖遗失等“城市
伤痕”，又要治理占道经营、乱搭
乱建等“管理顽疾”；既要重视中
心城区的环境治理，又要全面强
化城乡结合部乃至广大农村地
区的综合整治。要采取地毯式
清查，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要建立健全常态长效管理
机制。通过打造“市、区、街、社
区四级联动，条块结合、以块为
主”的管理模式，构建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城市管理网络，形成
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精细到位
的管理机制，使我们的城市卫生
做到检查与不检查一个样、大街
小巷一个样、平时节日一个样，坚
决防止已经治理的城市管理顽疾
出现反弹，以不遗余力的奉献，汇
聚起“创卫”复审迎检的巨大正能
量，共同把“国家卫生城市”这块
金字招牌永远留在咸宁。

据新华社贵阳5月7日电 我
国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
当前已有2.65万家民营企业精准
帮扶了2.1万个贫困村，超过388万
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记者从日前在贵州召开的全
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片
区座谈会上了解到，截至2016年
底，全国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
2.65万家，精准帮扶了388.64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涉及 2.46 万个
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2.1万个。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
主席王钦敏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
探索实践，行动作为国家社会扶贫
的重要内容和民营企业参与扶贫
的重要品牌，在参与覆盖面、帮扶
模式、脱贫成效上都已超预期，成
为各地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
分。

据初步统计，全国“万企帮万
村”行动已产业扶贫投入382.52亿
元，公益扶贫投入82.98亿元，安置
就业30.76万人，技能培训31.63万
人。

“万企帮万村”行动由全国工
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
于2015年10月正式发起。该行动
以民营企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
的贫困村、贫困户为帮扶对象，以
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
力争用3到5年时间动员全国1万
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1万个
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

我国已有2.65万家民营企业

精准帮扶2.1万个贫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