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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烈日当空。烟波
浩淼的斧头湖畔，梓山湖新城环
湖整治工地上，4台推土机忙着
平整土地。

环湖整治项目由咸安区贺
胜桥镇滨湖村组建的劳务公司
负责施工。

“整个土建工程快要煞尾
了，到现在，没有发生任何扯皮
拉筋的事情。”村支书廖景瑞话
语中透出自豪。

咸安区委书记李文波说，现
在全区政通人和，事业兴旺，最
重要的原因是，党的一切工作到
支部。

在咸安，支部工作“支”起一
片天。

张公庙村：
群众的事情由群众作主

走进官埠桥镇张公庙村唐
家畈，几台挖机正在清理路基。

村支书许海平指着一大片
灌木丛生的山地说：“我们将在
这里打造桃源里田园综合体项
目，目标是，建成全省第一、全国
一流的田园综合体。”

许海平所说的桃源里项目，
规划占地面积1200亩，总投资
计划3.5亿元，建成一个集旅游
休闲、观光农业、特色小镇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

张公庙村29个组、3648人，
党员 90人。为了支持市区建
设，15个组、600多户、1870人
的土地被征用。如何让这些失
地农民过上好生活，一直是村党
支部一班人思考的问题，也成为
每次开会必议的话题。

去年4月份，许海平在参加
中组部组织的培训中，和来自全
国的部分村支书一起赴成都参
观休闲农业，当地火热的乡村旅
游让他兴奋不已。

张公庙村离武汉不远，有区
位优势；高速口就在村门口，有
交通优势；周围正在兴建大型旅
游景区，有市场优势。

“我们为什么不能象成都一
样发展乡村旅游业呢？”许海平
扪心自问。

回来后，这个想法经过村党
支部一班人讨论达成共识，随后
确定项目，逐级向上汇报，得到
了高度肯定与重视。

结合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村
党支部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和
群众代表大会，充分征求意见。

一些群众提出质疑：要建设
这样一个乡村旅游项目，资金哪
里来？

许海平掰着手指头给大家
算了一笔账：1800多人的补偿安
置费每人4万元，有了7000多万

元，争取国家建设资金2000多万
元，再加上还建房的购房资金2.5
亿元，3.5亿元的投资完全有保障。

今年6月初，桃源里田园综
合体项目由村民代表正式表决
通过。

“我们正在筹备成立桃源里
项目理事会，让群众自愿以土
地、资金入股，自己经营、自己管
理、自己监督，群众的事情由群
众作主。”许海平说。

目前，张公庙村已跟华中农
业大学、中青旅、浙江一家田园
综合体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打造
项目，带领群众致富。

泉湖村：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6月20日，在官埠桥镇泉湖
村租种田地的四川籍农民康继
春又接到村支书杨继平介绍他
去打零工的电话，感激不已。

康继春与杨继平的结缘还
得从一支巡逻队说起。

泉湖村区域面积23.9平方
公里，地处江夏、嘉鱼、咸安三地
交界处。全村2900人，有渔民、
有外地租种田地者。以前，村里
不时发生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件，
弄得人心惶惶；村民之间也不时
发生一些摩擦和矛盾，闹得邻里
不安。 （下转第二版）

咸安以支部工作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支”起一片天
记者 杜先龙 盛勇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王飞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22日，市
委书记丁小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
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及解读文章的主要精神，听取
市委督查工作情况汇报；传达学习省委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2017 年第一次会议
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审议
《咸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巩固突破攻坚
行动方案》。

会议认为，督促检查是党的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党的决策落实的
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督促检查、
抓好工作落实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
部署，从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原
则、工作制度、效能建设、组织领导等方

面，对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和重要措施。要认真学
习、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着力提高
督促检查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要突出重点
抓好督促检查，抓好督促检查结果运
用，确保督促检查实效。

会议指出，咸宁作为支部主题党日
发源地，中组部正在全国推广咸宁经
验。要继续坚持支部主题党日，规范“三
会一课”，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持续走向深入。要推动党
的一切工作到支部，以支部工作为依托
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带动广大党员
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转
化为实实在在具体行动，以支部工作增

强服务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要进一
步加强咸安区张公庙村支部建设典型
培育工作，带动辐射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好经验，推动咸宁党建工作守
正出新、向上向好。

会议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要内容，也是党
中央、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
诺，务必坚决贯彻落实。要坚持目标导
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按照构成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指数的经济发展、民主
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五
个板块，系统分析、巩固成效、补齐短
板、攻克难点。要压实工作责任，坚持
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合力攻坚，确保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丁小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工作落实
补齐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公 示
根据《咸宁市绩效管理和党政领

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
办法（试行）》和《咸宁市2016年度县
（市、区）综合考评评分办法》、《咸宁市
2016年度市直单位综合考评评分办
法》要求，本着确保公平公正和力求科
学准确的原则，市考评办在市纪委的
全程监督和市统计局的技术支持下，
将综合考评各项数据资料汇总审核，
形成了2016年全市综合考评结果并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审定。现按程序将
2016年度综合考评“优秀”单位予以公

示，公示期为5天。如有异议，请与市
考评办联系，电话：8126470。

一、“优秀”县（市、区）名单
嘉鱼县、通山县
二、“优秀”市直单位名单
市委办公室（政研室、防范办、机

要局、保密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研究室、法制办、金融
办）、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监察局、
市委巡察办）、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委统战部（台办）、市委政法委、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

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工商联、市
发改委（区经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委
（地震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局、市林
业局、咸宁高新区、市接待办、市教育
局、市科技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公
务员局）、市统计局、市城乡规划局、市
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市人民检
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卫计委、
市旅游委、市安监局、市国税局、市地
税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国调队、市国
安局、市供电公司、市邮政分公司、中
国电信咸宁分公司、市农发行、市工
行、市中行、湖北银行咸宁分行、咸宁
职教（集团）学校、鄂南高中、市农科院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17年6月22日

本报讯 记者陈红菊、通讯
员蒋扬眉报道：6月22日，由市
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
委、市监察局联合举办的全市《准
则》《条例》知识竞赛决赛暨2017
年市直单位“红旗党支部”授牌在
市会议中心举行。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为获得

“红旗党支部”单位授牌。
今年5月以来，我市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了《准则》《条例》知识
竞赛，市直单位68支代表队通过
预赛、复赛，决胜出6支代表队，

与6个县市区代表队共12支代
表队参加全市决赛。决赛阶段
设置了团队必答题、个人必答题、
抢答题、风险题、观众互动题、加
时赛题等答题环节，内容涵盖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

决赛中，选手沉着应答，观
众聚精会神，气氛紧张热烈。经
过四轮激烈角逐，市政府办公
室、嘉鱼县代表队获一等奖。

据悉，举办全市《准则》《条
例》知识竞赛，是我市全面落实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促进全市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的重要举措。通过竞赛活
动，强化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
素养和党性观念，使全市党员干
部真正做到在纪律和规矩面前
知敬畏、明底线，将党章党规刻
印在心上，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

市领导程良胜、王济民、张
方胜出席活动。

我市举行《准则》《条例》知识竞赛决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程昌
宗、李嘉、通讯员张恒、隽公宣报
道：6月22日上午9时，警笛悲鸣，
万人同哀。获悉县公安局因公牺
牲民警周国栋的遗体被运回通
城，通城千余名干部群众赶到杭
瑞高速路口迎接周国栋魂归故
里，并举行悼念活动。

上午7时许，杭瑞高速通城收
费站出站口前已是一片肃穆。通
城县有关领导、政法干警、周国栋
的亲友同学及市民已在静候忠魂
归来。“国栋兄弟一路走好”、“从
警称国栋，缉凶铸英魂”……大家
自发拉起挽幛，表达追思之情。

上午9时，在长鸣的警笛声
中，灵车沿通城大道驶入城区，前

往殡仪馆。沿途近10公里的路
上，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及社会各界人士万余人含泪相
送。

上午10时20分，市、县相关
领导、全体政法干警、周国栋生前
亲朋好友、自发赶来的社会各界
人士和普通群众为周国栋举行了
庄重简朴的悼念活动。鲜花簇拥
着周国栋的遗体，政法干警敬礼、
脱帽、鞠躬，向周国栋致以崇高的
敬意；社会各界人士上前敬献花
圈，深深鞠躬表示哀悼；普通群众
驻足悼念活动展板前，瞻仰周国
栋生前感人事迹，为失去一位好
警察泪落纷纷。

回想起周国栋生前点滴，姑

母周望来泣不成声：“国栋对父
母非常孝顺，对我也特别好。只
是没想到他刚过完50岁生日，现
在就这么走了，叫我怎能不痛
心！”

来自通城县总工会的胡华勇
噙着热泪说，自己21年前在出差
途中曾协助周国栋成功抓捕3名
车费路霸团伙嫌疑人，并从此成
为好朋友。此次听说周国栋突遭
意外不幸牺牲，一定要赶来送他
一程。胡华勇还主动召集周国栋
的生前好友、同学为他送行。

6月21日，通城县委做出决
定，授予周国栋“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在全县开展向周国栋
同志学习活动。

因公牺牲民警周国栋魂归故里
通城县委追授周国栋“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敖琼、
赵雅静报道：22日，市防指紧急召开防
汛会商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
晖到会讲话，副市长汪凡非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厚实防守理
念，提高警惕，防止麻痹大意思想。要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预警预判，实
时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做到科学预
报、及时预测、主动预警、行动迅速，掌
握防汛抗灾主动权。要适应防汛工作

的新要求，科学抗灾救灾减灾，把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会议强调，专业抢险力量要全员、
全装、全天候、全时段待命。交通部门
要准备好应急车辆，民政部门要准备好
备灾救灾物资，安监部门要加强危化物
品排查；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
特别是夜间值守。

会议要求，要明确重点，加强山洪
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湖泊、水库、高帮

塘等重点部位的防范。要做好科学调
度，河、湖、库、塘、漂流坝各类工程，要
合理控制水位；要迅速将责任扛在肩
上，及时查找清除隐患，对景区景点、学
校、福利院、工厂、精准扶贫特困户等重
点部位和人群，加强隐患排查和防范措
施；加强山区防洪抗灾和城市防洪排涝
工作，严防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灾害；要严肃防汛纪律，加强督
办检查，严格责任追究。

市防指召开防汛会商会要求

强化防守理念 责任扛在肩上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主
持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主任会议，
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6
月29日至30日在温泉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
汉桥，副主任李逸章、镇方松、程学娟、
肖彬、万春桥及秘书长王勇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咸宁市城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条例 (草案)》、市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实施报告、市政府关于全市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中级人
民法院关于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市
人民检察院关于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
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市区公共
停车场规划与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会议审议了《咸宁市人大常委会立

法联系点工作规定(修订草案)》、《咸宁
市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工作规定(修订
草案)》、《咸宁市地方性法规立项工作规
定( 草案)》、《咸宁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听
证规则( 草案）》和《＜咸宁市城区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条例(草案) >立法听证会
方案 ( 草案）》及立法联系点和立法顾问
推荐名单、人事任免议案，并推定了宪
法宣誓仪式主持人。

市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主任会议举行
决定29日至30日召开第三次常委会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赵雅静
报道：22日17时，根据《咸宁市气象灾
害应急预案》的规定，市气象灾害应急
指挥部启动咸宁市气象灾害（暴雨）Ⅳ
级应急响应。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随着副热
带高压加强北抬，自22日起江南雨带将

北移影响我市。预计6月22日晚至25
日，我市将出现连续性强降雨，大部地
区累积降雨量 120 至 200 毫米，局部
250毫米以上。

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会商会议，进行科学研判，认为已达
到市气象灾害（暴雨）Ⅳ级应急启动标

准，须启动暴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市
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
位要严格执行《咸宁市气象灾害应急预
案》，切实履行各自职责，重点关注雷雨
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做好山洪地质
灾害、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
城市渍涝防范应对工作。

我市启动气象灾害（暴雨）Ⅳ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
余江、刘俊杰报道：22日，市委
召开专题培训会，对我市出席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集中开展
会前政治教育、履职教育和纪律
教育。市委书记丁小强参加会
议并讲话。

丁小强指出，要旗帜鲜明讲
政治，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做到“四
个服从”，正确履行好党代表的
职责。要强化代表意识，本着对
组织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
负责、对湖北、咸宁未来发展负
责的态度，参加好会议，讨论好
工作报告。要立足本职岗位，团
结带领身边的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执行好、贯彻好、落实好
党代会报告精神。要心无旁骛

履职尽责，做到认真审议报告、
积极建言献策、正确行使选举权
利，投出自己庄严神圣的一票，
选好新一届省委、省纪委领导班
子，选好湖北出席党的十九大代
表。

丁小强要求，要严格遵守会
风会纪。坚决服从大会的组织
领导，认真参加大会的各项会议
和活动，不得迟到早退，不得无
故缺席。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省委六条意见、市委
七条新规。会议期间严禁相互
吃请和接受吃请，严禁收受他人
财物，严禁出入会所，严禁参加
与工作会议无关的活动。要严
守换届纪律，严格落实中央、省
委关于换届工作的各项规定，认
真贯彻执行“九严禁”和“九必
须”，以实际行动营造风清气正

的大会氛围。
丁小强强调，要迅速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党代会闭幕后，各
位党代表要带头把大会精神学
习好、宣传好、落实好，充分发挥
旗帜引领和先锋模范作用。市
委将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省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以党代会精神指
引今后五年咸宁发展方向，进一
步提升咸宁在全省发展格局中
的地位和作用。各位代表要联系
带领党员群众，把智慧和力量凝
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咸宁改
革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咸宁作为
为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

会上，我市出席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代表集中观看了警示教
育片《镜鉴》，市委党校专家进行
了集中授课。

丁小强在我市出席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履职培训会上要求

旗帜鲜明讲政治
正确履行党代表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