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精神的力量厚植沃土
——湖北求真务实促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详见第六版）

日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再次就垃
圾分类发出倡议，呼吁市民自觉分类投
放垃圾，共同爱护环境卫生。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分流，
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方式的改革。
通过分类投放、分类储存、分类清运、分
类处置后，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资源
的再利用，减少垃圾的处置量，从而改
善人居环境质量。

目前，我市城区大部分垃圾得到了

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但
仍有一些地方处于“垃圾靠风刮”的状
态。遍地垃圾不仅有碍观瞻，而且污染
环境，影响了文明城市的形象。

城市是我家，建设靠大家。每一个
人都是城市的主人，应该像爱护自己的
家一样爱护自己的城市。

垃圾分类，是分内之事，也是举手
之劳。如果人人养成分类投放垃圾的
习惯，必然会形成从善如流的风尚。如

果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
都以“减量、循环、自觉、自治”为行为规
范，就一定能组建一支垃圾减量、分类、
回收和利用的主力军，香城泉都的美名
也会因此而更加名副其实。

垃圾分类 分内之事
○柯建斌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
12日，市社科联召开社科界“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办好新
时代咸宁讲习所”座谈会。

会上，参会人员围绕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交
流发言，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方

向、思想和工作实际，就如何积
极投身办好新时代咸宁讲习所
的决策部署谈思路、举措和建
议。

“座谈会采取通俗易懂、喜
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传播党的十
九大精神，既接地气，又深入基

层。”参会人员表示，将充分发挥
社科联优势，创新理论宣讲方式
方法，贴近实际传播好党的十九
大精神；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
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研究宣传
普及，切实做到“讲”“习”结合、
知行合一。

市社科联举办新时代咸宁讲习所座谈会

新时代咸宁讲习所新时代咸宁讲习所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
是对我们广大农业工作者提出的
新要求。在今后工作中，我一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之做出自
己的贡献……”

12日下午，市农业局12楼
会议室。该局种植科科长郭金城
走上演讲台，分享自己学习十九
大报告的心得体会。

当天，该局举行学习“十九
大”心得体会演讲比赛。20多名
农业一线工作者走上演讲台，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谈体会、谈打
算。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该局
党员干部认真听、仔细记。在聆
听他人所思所得中，提升自己对
十九大报告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演讲比赛，让干部职
工交流思想凝聚力量，只是我们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举措之
一。”

该局党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市农业局专门制定了《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活动方案》。通过局
班子成员带头讲党课、各支部开

辟“十九大”学习专栏、开展“三亮
三比”学思践诺活动、举办“桂乡
农匠讲习所”、开展“桂乡农匠
365”服务基层秋冬行等形式，多
途径、多平台、全覆盖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

“全市农业系统将坚持多措
并举，确保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
精神，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在推进全市农业工作中，展
现农业人的作为和担当。”该局负
责人说。

不忘初心为“三农”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彭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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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 创造新业绩

12月5日，通城召开殡葬改革督办
暨农村殡葬改革工作推进会，明确要求
在农村推行遗体火化、集中治丧、集中
安葬、整治农村“活人墓”和“豪华墓”，
实行惠民殡葬机制。

下猛药、治顽疾。今年7月，该县
启动殡葬改革工作以来，开展了一系列
卓有成效的工作。至目前，已拆除锡山

“活人墓”895座，收缴封建迷信丧葬用
品4卡车，取缔城区丧葬用品经营户66
家。

解决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大
难题，为何如此“风平浪静”？该县以基
层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为抓手，强化
宣传教育功能，全面推进农村殡葬改
革，着力扭转农村丧葬陋习，推进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新风。12月13日，人民
日报进行了大篇幅调查报道。

这是我市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引领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目前，
全市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开花结果，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浸润着鄂南大地。培
育和推介出了1个中央级示范点（崇阳
县天城镇大集社区）、1个省级示范点
（崇阳县青山镇南林村），一大批市、县
级示范点。

全国首创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12月4日下午，我市5405个党支
部、13.7万名党员迎来每月一次雷打不
动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支部与大幕乡
泉山口村党支部联合开展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全体党员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结合当前精准扶贫工作讨论交流，深入
开展“我们是党员、我们在行动”党员志
愿者活动，走访帮扶户，宣讲十九大精
神，访民情、解民忧。

咸宁市委要求，每月固定一天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覆盖全市所有党支部、
所有党员。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开展
26次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不党员，相差‘两毛钱’”；开
党支部会要么发盒烟，要么吃顿饭……
市委经过调研发现，部分基层党组织软
弱涣散、形同虚设甚至瘫痪，党内组织

生活落实不到位，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缺
乏有效手段，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的问题
不同程度存在。

自2015年11月起，每月固定时间
在全市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中同
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去年，省委将咸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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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强调要全国推广“党支部主题党日”。

全市各级党组织固定在每月第一周
周一下午（节假日顺延）开展“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每次时间不少于1小时。
规定动作包括诵读党章、缴纳党费、学
习党规党情、开展组织生活、实行民主
议事、落实公开制度，自选动作做好

“+”文章，+诗书礼乐、+扶贫帮困、+交
心谈心、+志愿服务等等。（下转第二版）

春风化雨润香城
——我市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纪实

记者 周荣华 朱哲 通讯员 施锐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生周
莹、通讯员程文敏报道：昨日上午，
市政协主席曾国平主持召开市政
协五届七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
2017年12月21日在温泉召开市
政协五届四次常委会议，会期一
天。

会议协商通过《政协咸宁市第
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讨论稿）及报告人建议名单（草
案）；协商通过《政协咸宁市第五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五届一次
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讨论稿）及报告人建议名单（草
案）；协商通过《关于召开市政协五
届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及会议
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和有关文
件草案；确定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

大会议政发言方案；确定民主评议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重点提案办理
情况的方案；协商通过政协咸宁市
委员会《关于实现武咸城铁公交化
的建议》（审议稿）；协商通过有关人
事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协副主席吴鸣虎、郑凌、
周辉庭、尤晋、冯春，秘书长游强进
参加会议。

市政协召开五届七次主席会议
决定12月21日召开市政协五届四次常委会议

10日，嘉鱼大岩湖生态养鱼喜获丰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
货车，在大岩湖畔排起长队买鱼。每日销售约10万斤，预计年产
鲜鱼100万斤。 通讯员 雷平 摄

大岩湖鲜鱼丰收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
日，市政府召开“结好 2017 年
账 谋好2018年工作”研讨会，市
长王远鹤强调，要全面履职尽责咬
定目标结硬账，自我加压奋力赶超
认真谋划明年工作。市委常委、市
政府党组成员何开文主持研讨会，
副市长杨良锋、吴刚出席会议。

王远鹤指出，2017年是党的
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
召开之年，也是新一届市政府的开
局之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
市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在逐步增强，
一些重要指标在全省市州争先进
位。但发展不够不足不充分等问
题在加重，经济发展主要指标波动
性在加剧，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咬定目标结硬账。要强化目标意

识，突出政治引领，全面履职尽责，
向市委和全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的
答卷。

王远鹤说，明年经济工作“稳
中有进、稳中向上”趋势明显，要认
真谋划好明年的工作目标，按照积
极、努力、看齐的原则，找准工作定
位、目标定位。要“跳起来摘桃
子”，自我加压，高位推进，奋力赶
超。要按照省市两级的要求，全面
对接，做到责任和目标到单位、到
县市、到部门，不能挂空档、留空
白，真正压实压细目标任务。

王远鹤强调，没有项目投资，
就没有发展后劲。要积极落实明
年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做到工程
化、项目化、落地化。各地各部门
要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目标和

要求，并结合自身的实际，做到提
前谋划、全力推进。要聚焦并全力
抓好项目和投资，增强发展的动
力，努力实现开门红。要按照全市
一盘棋的要求来部署和安排工作，
服从全市发展大局，全力推动各项
工作的落实。要强化底线意识，在
安全生产、信访稳定、食品药品安
全、社会救助等工作方面强化监
管，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研讨会上，咸宁高新区和各县
市区政府负责人围绕“今年怎么
看、明年怎么办、下步怎么干”汇报
本地各项工作结硬账和2018年工
作目标及重点工作谋划情况；市发
改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农业
局、市商务局、市统计局等部门也
做了相关工作汇报。

今年怎么看 明年怎么办 下步怎么干

市政府召开专题工作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张
坤锋报道：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丁小强践行“马真精神”，亲
力亲为抓招商引资，推动重点项目
落实落地。

11日至14日，丁小强率团赴
广东省深圳、东莞、珠海等城市，马
不停蹄，招商引资。

招商期间，丁小强与接洽的
每家企业和机构负责人都进行

了深入、细致、全面的交流，在
合作领域、前期准备、金融融资、
项目策划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并见证咸宁高新区项目协议签
约。

丁小强率团赴广东招商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1昨
日，全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现场
培训会在通城召开，市领导吴晖、
王济民参会并讲话，汪凡非主持。

上午，与会人员分三组进村入
户，随机抽查四庄乡五花村、寺背
村和沙堆镇港背村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情况。

在下午召开的培训会上，市扶
贫办现场通报上午随机抽查情况
及前期专项督查情况，并就精准扶
贫成效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讲解培
训。市纪委就加强扶贫领域执纪
监督问责做有关说明。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强化
“初心”与“使命”意识，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做好精准
扶贫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坚决杜绝作风漂浮、形式主义问
题。各级帮扶干部要扎实开展“结
对帮扶”，深入贫困户家中，切实帮
助贫困户享受应落实的各项政策，
尽力协调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要严格对标对表，不折
不扣、争分夺秒抓好各项扶贫政策
的落实。各级扶贫干部要全面深
入学习掌握各项扶贫政策，争当明
标准、明政策、明实情、明思路、明
责任、明奖惩的“六明干部”。

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
严明工作纪律，坚决杜绝弄虚作
假和扶贫领域腐败问题。要加强
考核管理，把扶贫工作成效与干
部选拔任用紧密结合，优先提拔
使用在扶贫攻坚中作风过硬、实
绩突出、群众满意的干部；对扶贫
帮扶、驻村帮扶重视不够、工作不
实的，严格问责；对未完成年度脱
贫任务的派出单位，年度考核不
得评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履行
扶贫职责不力的干部，年度考核
不得评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扶
贫工作有负面评价的干部，提拔
任用“一票否决”。

全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现场培训会要求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