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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3～25日受高空槽东移和中低层切变线、西南急流共同影响，有较强降水发生。23日：大到暴雨，偏南风2～3级，23～28℃；24日：暴雨，偏南风1～2级，24～29℃；25日：暴雨到大暴雨，偏南风1～2级，20～26℃。今天相对湿度：70～100%

一栋栋党群服务中心拔地而起，一场
场党建观摩会成功举办，一个个党建特色
悄然成型……

今年来，嘉鱼县创新党建“月模式”工
作法，县委组织部对各镇、村（社区）落实年
度党建重点工作情况实行月议、月看、月
报、月评、月谈、月查、月改机制，以月为切
入点、以月为节点，确保当月的党建工作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

“‘月模式’不是任务和压力，而是推进
工作的有效方法，我们通过每月一结，做好
日常，掌握主动。”县委组织部常委副部长
周瑞武说。

早部署：月谋月议月谈

“村里今年想把五组大屋龙自然湾整
治纳入村‘一事一议’项目，大家有什么想
法可以说一说。”1日一大早，官桥村第四
党小组组长周志专，就将小组内的10名党
员集中起来，召开党小组会。

“我们田里的沟渠要修修了”，“村里的

环境太差，我建议建个垃圾池，多配些垃圾
桶”，“要不组织大家一起开展路边除草活
动？”经过民主议事，村组当月的任务清单
迅速敲定。

每个月至少开一次党小组会，进行民
主议事，在嘉鱼县已成为常态。

该县推行每月镇党委会、村（社区）党
组织会议、党小组会议必议党建工作，提
前谋划下个月党建工作任务，明确推进措
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人，推动工作顺利落
实。

嘉鱼电视台、嘉鱼网同步开辟“党建论
坛”。每月对2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进行直
播访谈，就本单位党建工作谈做法、谈问
题、谈计划，让各单位的党建工作在社会的
监督下推进提升。

比成绩：月看月报月评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
的公仆……”2日上午，在嘉鱼经济开发区
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体党员正在党

员活动室集中学习《党章》。
8个乡镇党委分管党建副书记、组织

委员，该县近20家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
现场观摩该公司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当天，该县还在鱼岳镇十景铺党支部
和县法院老干部党支部，组织“支部主题党
日”观摩会。

该县建立“支部主题党日”现场观摩机
制，每月选定1—2个基层党支部作为示范
点，以点带面，逐步促进“支部主题党日”规
范落实。

每期现场观摩会结束后，接着召开基
层党建工作推进会，相关部门现场汇报每
月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下一步工
作打算。参会人员对各镇党建工作测评打
分，并现场公布测评结果。每月测评结果
作为年终党建考核的重要依据。

“通过组织各领域典型观摩和现场测
评，让大家在学习中反思，在反思中对比，
不断提升党建水平。”县组织部副部长李刚
说。

促落实：月查月改月结

“民主管理‘五合一、五统一’的公开栏
为什么没有更新？”“之前报备的组建网箱
养鳝党小组工作进展如何了？”……这是5
月31日，该县党建工作第三督导组在陆溪
镇藕塘村，督办检查当月党建任务落实情
况的场景。

该县实行联镇包保月查机制，每月月
末，督导组带着基层党建督导重点工作清
单，对各镇基层党建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督查，并编发党建工作问题通报。

截至目前，该县组织部对各镇开展“月
查”46人次，共查出了43个村（社区）的
155个问题。各镇结合每月督查反馈情
况，及时进行整改，直至“销号”。

“‘月模式’督促我们当月事情当月完
成，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避免了问题越积越
多的被动局面。‘月模式’，为我们赢来了主
动权。”谈起月模式带来的变化，鱼岳镇组
织委员杨超感触颇深。

责任上肩 措施落地
——嘉鱼党建“月模式”工作法扫描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殷伟 骆晓丽

板桥枇杷酒庄
加紧建设

10日，通山县大畈镇板桥村枇杷酒庄
正抓紧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集
酿造枇杷酒、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于一
体。酒庄建成后，年消耗枇杷10万吨，可
带动当地1000多户贫困户种植枇杷增收。

记者 袁灿 摄

董继宁美术馆

展出艺术大师画作
本报讯 记者吴钰、特约记者胡剑芳报道：15日

上午，咸安区汀泗桥镇长寿村董继宁美术馆人头攒
动。“纪念李可染诞辰110周年——白发学童——李可
染师友弟子作品咸宁展”活动开幕。

据悉，今年正值李可染先生110周年诞辰，李可染
画院开展巡回画展，咸宁是湖北的第一站。

董继宁介绍，这次巡回展是沿着李可染先生停留
的足迹举行，因有师承关系，加之董继宁美术馆已经建
成，在市、区政府大力支持下，选择在此办展。

据悉，此次共有李可染先生师友弟子50多位画家
的近百余幅作品参展，展览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25
日。在此期间，群众可以免费欣赏李可染、林风眠、齐
白石、徐悲鸿等一系列大师画作。

根据咸安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开展2017年第二季度全面
深化改革督察工作的实施方案》（咸安改
组办发[2017]4号）文件要求，15日上午，
区委第二督察组陈忆文带队到咸安区政
务服务中心督察区镇村三级政务服务体
系建设工作落实情况。

会上，中心主任周桂林围绕区镇村
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基本情况、经验
做法，详细汇报了区政务中心在落实简
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政

务服务、规范内部管理等方面取得工作
成效。

周桂林表示，中心将借督查组督察指
导工作的“东风”，在下一步工作上，进一
步突出重点，着力超前打造镇村两级便民
服务室，进一步加强管理，优化政务服务
环境。

听取了中心的工作汇报后，督查组
陈主任表示，中心的班子是一支干事创
业的队伍，在完善区镇村三级政务服务
体系建设上，是真抓实干在建设，真刀实

枪在改革，真金白银在投入，真心实意在
服务。

陈主任对中心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她坚信咸安区的政
务服务品牌会越擦越亮。

（通讯员 谢斌）

政务服务要闻
咸安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区委督察组在中心督察指导工作

咸安区委督察组到区政务服务中心督察指导工作

12日，嘉鱼县陆溪镇荷塘荷花绽放，粉红的、粉白
的荷花在碧绿荷叶的衬托下，娇艳美丽，引来路人欣
赏。 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秦修 熊铁山 摄

通山县杨芳林乡有这么一个人，巾帼
不让须眉，一心为民众谋福祉,她就是该乡
第二位女书记熊美萍。

39岁的熊美萍2016年9月来到杨芳
林乡任党委书记。面对这个交通不便和资
源贫乏的边远小乡，她到任之后第一件事
就是进行调研，摸清乡情、村情后，迅速召
开党委会，明确提出“路通人富”、“打造生
态旅游小镇”的发展观念，欲借咸宁幕阜山
二级旅游公路穿境而过的东风，利用现有
优秀资源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乡域经济增
长，带动乡民脱贫致富。

工作中，她事必躬亲，从易地搬迁、环
境整治、招商引资到社会综合治理等各方
面，都亲力亲为，每个村庄都留下了她的足

迹。她从不喊一声苦，说一句累，怀孕期间
仍坚持工作。全乡各个精准扶贫安置点，
她只要空闲都要去督促一番才能安心，中
午一两点吃冷饭菜是常态。

怀孕7个多月，医生告知她由于长期
工作劳累，胎儿已有早产迹象，建议提前休
产假。然而熊美萍却不听，说能多坚持一
天就能为群众多解决一些问题。临盆的前
一天，她还在召开党委会，督促各项重点工
作进度。

杨芳村一位五保户说：“熊书记真是个
大好人，她担心我冬天挨饿受冻，亲自给我
抱来了两床棉被，还送来米和油，真是暖到
我心窝子里了。”熊美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受到群众的点赞。

一心为民谋福祉
通讯员 一笑 黄贝华

“诚邀党风政风监督员就是想通过大
家，架起地税部门与纳税人、与社会各界
沟通交流的桥梁，促进地税系统优化作
风、提高效能。恳请各位多提批评意见和
建议。”

20日下午，市地税局召开党风政风监
督员座谈会，局长任伟开诚布公的一席
话，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

“希望地税部门加大税收新政策宣传
辅导力度，用足、用好、用活税收政策，积
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扶持企业不断发展
壮大。”

“打造一个税收政策宣传平台，共享
税收政策，让广大纳税人有全新的纳税体
验。”

……
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等社

会各届的20名党风政风监督员，纷纷说出
自己的心里话。

任伟和局班子成员一边记录，一边解
答，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建议都很好，将照单全收。下一步，
紧紧围绕问题导向，从薄弱环节上入手，
从重点工作上突破，在内部管理上下功
夫，在履职尽责上做文章，促进行政执法
透明化，管理服务标准化，业务办理高效
化，让纳税人、社会各届满意。”任伟的表
态总结，赢得满堂掌声。

当天下午，党风政风监督员还观摩了
税务稽查的选案现场。

开门纳谏促税风
记者 陈新 通讯员 汪少华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汪佳、
通讯员余光辉报道：日前，崇阳廉政微电影
《水滴石穿》被前来考察的丹江口市考察团
点赞。

据悉，《水滴石穿》是崇阳去年拍摄的
一部廉政微电影，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如今，观看该影片已成为我市第十八个党
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崇阳坚持创新方法、丰富载
体，注重增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
的亲和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打造
具有崇阳特色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品牌。

除拍摄《水滴石穿》外，还挖掘本土廉吏冯
台异、夏绍范等的廉政故事，以书刊、微电
影、纪实文学等形式教育人、感化人。

今年，该县投资300余万元，依托大集
公园，以勒石篆廉、典故明廉、翠竹喻廉等

“十廉”为载体，分期分批建设“水滴石穿·

崇阳廉文化园”，6月底将正式开园。
此外，还组织专班人员采写纪实文学

作品《“水滴石穿”的力量》。同时，为群众
献上融娱乐性、廉洁性、观赏性为一体的廉
政文艺节目。

“要以水滴石穿精神意志，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崇阳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毛崇谋说，今后将继续创新方式
方法，提升党风廉政宣传的影响力、传播
力。

崇阳打造党风廉政宣教品牌

杨良锋调研咸嘉临港产业园区要求

加快交接工作进程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李朝阳、胡成尧报

道: 22日，为了更好地了解咸嘉临港产业园区发展状
况，做好交接工作，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
率队现场调研。

杨良锋一行先后来到咸嘉临港产业园区华纳牛
顿、小康社区、卓达新材等地，查看项目现状，了解其发
展过程，并在咸宁高新区举行座谈会。

杨良锋强调，咸嘉临港产业园并入高新区，为高新
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我们必须讲政治顾大局，投入到
新的工作中，共谋未来发展；高新区相关部门要明确责
任，迅速做好资产交接、人员安排以及项目的接续工
作，要保护好临港产业园现有土地资源，综合执法队要
加强日常巡查，严禁苗木、土方进出园区，对抢建、抢
挖、抢栽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在7年的时间里，咸嘉临
港产业园人员是拓荒者、创业者和远征军，希望大家融
入到新集体后再立新功。

6月13日，咸嘉临港产业园体制机制发生调整，正
式移交咸宁高新区。

（上接第一版）为了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2014年，村党支部一班人商定成立一支由6个人
组成的巡逻队，统一服装，统一装备。巡逻队由党员和
村民共同组成，晚上在全村巡逻。

2015年9月份，巡逻队队长、村治保主任余向阳
在巡逻时，发现康继春情绪不对，立即向村支书杨继平
汇报。

原来，康继春一直在村里租种田地。外出打工的
村民回来后，不愿意再给他租种。康继春觉得自己是
外地人，“受到了欺负”，情绪低落，甚至打算去上访。

了解情况后，杨继平第二天便到康继春所在组召
开了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妥善解决了此事。不仅
如此，杨继平还对康继春说：“往后，不管遇到什么难
事，都可以向村委会反映。”

后来，为了帮助康继春，村里一有打工的需求，杨
继平总是第一时间告诉康继春。

杨继平对记者说，别小看了这支巡逻队，作用大着
哩！村子这么大，仅靠村党支部几个人哪里管得过来，
必须发挥群众的作用，让群众参与社会治理。通过群
众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绝不过夜。

“现在，在党员的带领下，不少村民要求加入巡逻
队。跟过去相比，全村社会治安越来越好，邻里之间越
来越和谐。”说这话时，余向阳满脸带笑。

滨湖村：
帮失地农民找到生活出路

在梓山湖新城环湖整治施工现场，滨湖村劳务公
司员工兰小斌正在指挥推土机平整土地。

他说，土地平整好后，村民就可以根据规划要求，
进场栽树、种花、挖沟，赚取劳务收入。

“这是劳务公司最近承接的环湖整治工程，工程额
600多万元，参与村民100多人次，每个村民每天收入
120元。”望着施工现场，滨湖村村支书廖景瑞说。

滨湖村全村15个组，2673人，目前已有9个组进
行整湾拆迁。拆迁后，失地农民近2000人，其中有劳
动能力的近600人。

以前，一些失地农民为了参与项目工程的附属工
程建设，相互斗狠，抢揽工程。结果是，少数人获利，大
多数失地农民生活没有着落。这样一来，造成了无序
竞争，阻碍了施工进度，影响了社会稳定。

2014年村委会换届后，决定成立滨湖劳动服务有
限公司，由村支书担任法人，由党员代表、人大代表和
群众代表共同组成管理层，主动寻找项目，统一对外承
揽工程。

同行的贺胜桥镇组织委员张猛告诉记者，几年来，劳
务公司总共承揽大大小小工程60多个，工程总额超亿元，
不光让失地农民增加了收入，还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随着村级集体经济的壮大，村党支部决定，失地农
民新农合、新农保的上缴费用，全部由村里承担。这还
没有完。就在今年5月的一次议事会上，又作出决定，
对全村160多个7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季度免费发放
价值100多元的米和油，并由义务服务队送上门。

廖景瑞说，为了让失地农民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村里已与省联投梓山湖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出资
成立旅游服务公司。到时候，至少提供门卫、保洁、保
安等各种工作岗位100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