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精准扶贫准扶贫
不不落一落一人人

易地搬迁
安居乐业

12日，崇阳县青山镇冷水港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青山村朝阳小

区，易迁户黄太平夫妇在小广场晒

萝卜丝。

朝阳小区紧邻集镇中心，小区

安置易地扶贫搬迁户 76户 240人，

于去年12月全部入住。青山镇充分

利用靠近青山工业园和万亩特色农

业示范基地的优势，让易迁户就近

就业，实现增收脱贫。

记 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王 彪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袁俊、宋辉报道：12日，
走进赤壁市茶庵岭镇白石村三组，54
岁的贫困户王炎生正在牛舍忙碌。

“年底卖一头牛出去可以赚不少
钱！”谈起赤壁农商行驻村干部帮他
贷款养牛的事，王炎生心里充满了感
激。

王炎生因自身残疾，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增收项目。为帮助他脱贫，赤
壁农商行驻村工作队和镇村干部多
次上门，帮他落实养牛项目，又根据
政策，协助他申请政府贴息小额扶贫
贷款，最终成功走上脱贫路。现在，

王炎生已建起100多平米的牛舍，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精准扶贫决不能搞‘花拳绣腿’，
要以绣花的功夫，着力在落实责任、
问题查找、因户施策等方面下功夫。”
前不久，赤壁市委常委会对该市精准
扶贫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督办，要求
各级各部门再鼓干劲、再加力度、不
等不靠、务求实效，力求全胜。

今年以来，赤壁市坚持把脱贫攻
坚作为“书记工程”来抓，在建立市、
镇、村三级党组织书记负总责的工作
机制的同时，从市直单位抽调462名
机关干部驻村开展帮扶，以市级领导

包镇、单位对口帮村、干部结对帮扶
的“三个全覆盖”，确保精准扶贫工作
扶得准、帮得精、稳脱贫。

该市按照“七个一批”相关扶贫
政策，因人因户、因类因村施策，确保
项目到村、政策到户、滴灌到人的扶
贫工作要求，助力贫困户和贫困人口
脱贫，确保每一分钱用到位。

同时，为确保今年完成10个贫困
村出列、16607名贫困人口脱贫的目
标，解决好精准扶贫督查监管不力的
问题，该市不断加强监管力度，定期
或不定期开展全市扶贫工作专项督
查、工作例会交办、工作约谈、授权第

三方抽查考核等，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通报，限期整改。

今年以来，该市已先后对扶贫领
域发现的违规问题问责92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50人，追缴违规违纪资金
70.7万元。

统计显示，目前该市在依托林业
产业扶贫方面，帮助345个贫困户落
实补贴资金 212.78 万元；茶产业方
面，已奖励4个贫困村、94户茶农，发
放新建基地补助资金90.785万元；畜
禽养殖业方面，落实奖补资金81.4万
元；水产养殖业方面，落实奖补资金
41.18万元等。

三级干部同时抓 监督管理同步上

赤壁精准扶贫扶得稳帮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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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之家助妇女成长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李旻媛

“好漂亮的房间，有电脑、电视、杂
志，还有健身器械和按摩椅。”12日，咸安
区国税局办税大厅新入职员工陈永庆一
走进新装修的妇女之家，就不住地赞叹。

记者看到，升级后的妇女之家可谓
“一应俱全”，运动的激情，放松的惬意，
休闲的乐趣，阅读的快乐，娱乐的畅爽
……干部职工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据悉，区国税局办税大厅共有窗口
工作人员26名，其中女性工作人员占
了一大半。

为了充分缓解大厅女性工作人员

的工作和心理压力，11月10日，由区
国税局办税大厅和国税妇委会联合建
设，投入8万元，面积为60平方米，粉
饰一新的减压室，正式加挂“妇女之家”
标牌，面向窗口女干部职工开放。

“整个妇女之家的建设充分听取了
我们每一个女性职工的建议，现在工作
之余都在这和姐妹们一起交流互动，这
里让人有家的感觉。”纳税服务窗口的
陈晓娟连连夸赞。

“我刚来上班不久，业务不太熟练，
上个月的纳税申报期，一位纳税人因为

等待的时间太长，对我发了一通脾气，
妇委会主任袁姐带我来这减压，喝了茶
吃了小点心，在她的耐心开导下，心里
舒服多了。”刚刚大学毕业的窗口工作
人员陈永庆说道。

记者了解到，按照“哪里有妇女，妇
联工作就开展到哪里，服务就到哪里”
的妇联改革精神，为拓展服务女性的覆
盖面，在窗口单位大厅减压室内探索设
立妇女之家，是市妇联今年改革中的一
个创新举措。

目前，咸安国税、赤壁国税、市公积

金等多个窗口单位，在市妇联指导和沟
通下，建立了窗口“妇女之家”3个。

市妇联主席陈海莲介绍，下一步，
市妇联还将在更多窗口单位建好用活
妇女之家，指导妇女之家成为发挥女性
职工才能的平台，通过开展各类特色活
动，促进女性职工自我完善、自我提升、
自我发展。

市财政局 9日，市财政局
组织正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深入
嘉鱼县渡普镇蒲圻湖村开展十
九大精神宣讲暨精准扶贫冬季
行动活动。

该局从学懂弄通十九大精
神、全面把握十九大关于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新部署、做实做好
精准扶贫和新农村建设工作三
个方面作了宣讲，并与村民拉家
常，聊现状，话发展。

宣讲完后，该局班子成员和

县级干部组成17个宣讲慰问小
组，分别深入贫困户家中，发放
《十九大报告》《党章修正案学习
问答》《精准扶贫政策宣讲手册》
等学习资料，开展五问、五看、五
查、三评活动，详细了解贫困户
生产生活情况、政策落实情况及
帮扶措施。同时，该局还组织开
展了“情暖冬日”活动，为帮扶对
象户送去慰问金，确保贫困群众
安全温暖过冬、幸福快乐过
节。（通讯员李扬但雅璇）

宣讲进行时

市质监局 13日上午，市
质监局为期两天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质监
讲习班开班。

讲习班要求，全市质监系统
要以“四个着力”落实十九大精
神，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契
机，着力加强政治建设，确保干
部思想忠诚。以服务咸宁经济
发展为中心，着力推进质量发
展，全面提升供给水平。以严守
产品质量安全为底线，着力强化

责任担当，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以狠抓质监队伍建设为根本，着
力加强纪律建设，打造作风优良
铁军。市质监局党组班子成员
进行了专题宣讲，并邀请市委党
校专家进行专题辅导。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
学习，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
准确把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
思想新论断新方略。
（记者王恬通讯员吴鹏霸）

市妇联 12日，在市会议
中心，我市市县镇村四级妇联齐
聚新时代咸宁巾帼讲习所学习
十九大精神，共商妇联改革。

湖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市妇联挂职副主席
刘侣萍从十九大的盛况及其重
大意义、十九大报告总体框架及
其主要精神、落实十九大精神的
基本要求三个方面，解读了十九
大报告，宣讲十九大精神。

当日下午，各县市区妇联主
席亲自上阵比拼，以“ppt+汇
报”的形式展示各自妇联改革创
新示范点成果。市妇联执委，各
示范点负责人参与打分,交流改
革经验，共商改革发展新举措。

市妇联主席陈海莲说，妇联
改革工作具有长久性，要持续做
好“强三性、去四化”工作，把妇
联改革做出咸宁品牌、亮点。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李旻媛）

市机关事务局 7日，市机
关事务局全体干部深入对口帮
扶的通山县洪港镇杨林村，开
展宣讲十九大精神暨入户帮扶

“冬日暖心”活动，通过有声有
色地讲解、田间地头热烈互动、
当面答疑解惑，宣讲十九大精
神。

据悉，此次活动在宣讲精准
扶贫政策和困难群众最关心的
涉农政策的同时，推动十九大精
神进村入户，打消脱贫户“等、
靠、要”思想，化帮扶外力为脱贫

动力，促进他们把脱贫致富变成
自觉行动，确保稳定脱贫、如期
脱贫。

该局驻村帮扶工作表示，下
一步，将进一步提升帮扶计划和
帮扶举措的针对性、实效性，认
真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做好精
准识别帮扶对象、宣传落实扶贫
政策、全力以赴协助贫困村“两
委”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
实的作风，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

（通讯员 阮晓兰）

本报讯 记者袁灿、通讯员
徐武勇、周向东报道：为提高员
工业务知识水平，提升服务质
量，12日，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
司举行城市供水知识竞赛，来自
本系统的机关代表队、生产技术
代表队、客户服务代表队和市政
工程代表队参加竞赛。

据悉，这次比赛涉及的知识

包括供水服务、水质检测、管道
安装及故障检测维修等。比赛
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掀起全公司
钻业务、学技术的新高潮，让员
工更加熟练掌握岗位技能知识，
为城区市民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和优质自来水。经过4轮激烈
角逐，生产技术代表队、机关代
表队分获一、二等奖。

咸宁联合水务公司

举办知识竞赛

本报讯 通讯员王冰报道：
今年来，咸安地税局紧紧围绕节
能减排、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
积极响应国家努力建设资源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因地制
宜，广泛宣传，在干部职工中大
兴节能之风，大造节能之势，形
成了低碳机关建设的新格局。

该局认真贯彻实施《公共机
构节能条例》，通过年初统一制
定采购计划，逐步规范办公用品
设施的配备、采购和零用。从小

事入手抓管理，将照明灯具全部
改为节能灯，淘汰老旧电器设
备；同时充分发挥办公自动化优
势，利用电子公文系统收发和办
理文件，要求干部职工尽量在电
子媒介上修改文稿，减少出样次
数，提倡办公用纸双面打印和重
复利用，严格控制纸质文件印刷
数量。据悉，今年该局办公用品
经费同比减少21.9％，有效降低
行政成本，实现了资源管理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

咸安地税局

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王济民赴崇阳县白霓镇

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

讯员陶然报道：昨日下午，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济民赴崇阳
县白霓镇开展党代表联系日第
四期活动。

在谭家村党员群众服务中
心，王济民与殷倍中、吴国和等
贫困户一一交谈，详细询问他们
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困难、家庭
收入状况、致贫原因和脱贫致富
的打算，和他们一起商讨脱贫致
富的办法，鼓励他们坚定信心，
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针对谭家村精准扶贫工作
开展情况，王济民与镇、村干部
和驻村工作人员进行了探讨交
流，认真询问扶贫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和困难，并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
王济民要求，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仔细调研，认真摸底，真正
把贫困人口底子弄清楚，把贫困
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弄
清楚，在此基础上科学分类、精
准施策，对症下药、一户一策，建
档立卡、精准推进，切实提高扶
贫及脱贫成效；要充分发挥精准
扶贫工作队的作用，确保通过精准
扶贫工作实现精准脱贫目标；要以
群众增收为核心，想方设法帮助贫
困群众就业创业、发展产业，确
保其能脱贫、不返贫、奔小康，从
而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随后，王济民还就崇阳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工作情
况进行了调研座谈。

（上接第一版）
通过固定动作和一系列自选的

“+”活动，让每一个党员从知行合一
上，不忘自己的身份和初心，牢记自己
的职责和使命，感受组织的温暖和关
怀，认同自己的组织和信仰。

“过去开党员大会，近1/3党员不
能到场，对村两委的工作，拆台的多，支
持的少。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以来，
普通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高
了，还自觉帮助村两委推进工作，精神
面貌大变样。”咸安区张公庙村党员群
众感慨。

首创于咸宁的“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广泛欢
迎，成为创新党内政治生活的特色品
牌、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融洽党员
同志关系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抓
手。

全域覆盖实施“一五一十”工程
——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行走在咸安乡村社区，“十星级”文
明户灿若群星，“十星歌”广场舞火热蓬
勃，二十四孝图等文化墙、文化中心户
到处可见，“一五一十”工程正激发出强
劲的正气新风。

“一五一十”工程，即抓住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线，在村
（社区）一级建设一个中心文化广场、一
批文化中心户、一组文化墙、一个文体
活动队、一个志愿者队伍，紧扣“中国
梦·我的梦”这个主题，深入开展“十星
级文明户”创建。

近几年来，咸安区坚持“政府主导、
农民参与、社会共建”的原则，扎实开展

“一五一十”工程建设，全区121个村、
50个社区实现100%全覆盖。

“一五一十”工程引爆了群众文
化。每到夜晚，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
非凡。“花小钱办大事。”咸安区区委负
责人表示，“一五一十”工程结合公共文
化建设，在凝聚人心、弘扬正气、促进和
谐稳定上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奏
响群众文化“大合唱”。

十星级文明户的评选是“一五一
十”工程的重头戏，全市各乡镇因地制
宜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在每
年的十星级文明户的审核评选中，村民
们比学赶帮超，相互改正、相互激励，赛
着规范行为，有力带动了乡风文明建
设。

通过全面实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一五一十”工程，推出“一五一十”工程
城市版，在咸宁9861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全域全覆盖推进“一五一十”工程，相
关经验做法成功入选《2015年中宣部
宣传思想工作案例选编》。

制定、传读《咸宁文明指南》，深入
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城市、文
明家庭、文明校园五大创建，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

我市连续四届成功摘取“省级文明
城市”奖牌，5个单位、7个村镇、1个校
园分别获得全国“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文明校园”荣誉称号，131个单位、35个
村镇、2个家庭、4个校园分别获得省级

“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
校园”荣誉称号。

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政民关系
由“疏”变“亲”，人际关系由“冷”变

“热”，人居环境由“乱”变“美”，村民风
貌由“差”变“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由“虚”变“实”。

全民“两创三促”经典诵读活动
——倡导好学之风提升城市精气神

在思想交流中坚定信心，在绿色发
展中增强力量，在前景展望中激昂精
神。

一场场深入透彻的讲习，一次次面
对面的交流……连日来，“新时代咸宁
讲习所”党的十九大精神讲习活动，犹
如强劲的暖流，给冬日的鄂南大地注入
了勃勃生机。

以“新时代咸宁讲习所”为依托，
我市设立了9个分平台，推进讲习全覆
盖。群众在哪里，“新时代咸宁讲习所”
就办到哪里，讲习就讲到哪里。目前，
9个领域讲习全面启动，全市上下正在
开展大学习。

今年4月21日，咸宁市2017年全
民阅读暨“两创三促”经典诵读活动启
动仪式在湖北科技学院图书馆学术报
告厅举行，正式拉开了我市2017年全
民悦读序幕。

“两创三促”即：创建全民悦读咸
宁基地、创建全民阅读典范城市，促进
书香咸宁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党员
干部及广大市民文明素质提高，促进城
市文化气质提升。

“两创三促”经典诵读活动以时序
和重要节日为经、专场诵读为纬，组织
系列经典诵读活动，以诵读带动阅读，
以活动带动自读，以考评带动精读，以
上级带动下级，逐步覆盖思想政治工作
九大领域、九类人群。

从2017年“世界读书日”开始，以
咸宁全民阅读月暨“两创三促”经典诵
读活动启动式千人诵“春”为起点，已成
功举办大型专题诵读活动12场，小精
灵咸宁城掀起了一波波读书诵典、明德

修身的朗读热潮，直接参与大型诵读
的党员干部职工 1000 多人次，听众
观众 20万人次，一大批经典书籍被
传诵，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传承，
咸宁市被中华文化促进会朗读专业
委员会授予“全民悦读咸宁朗读示范
基地”。同时，以党支部为活动单元，
全面开展“读书诵典”活动，1600多个
基层党组织个个举办读书报告会、诗
文朗诵会，实现了读书朗诵活动全覆
盖。以“起点阅读”和“朝读经典”为抓
手，实现了幼儿园、中小学经典诵读全
覆盖，涌现出了市实验小学、咸安区
汀泗中学、赤壁市余家桥学校等一大
批先进典型。

结合党员干部工作、生活实际，推
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提升党员干部
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建设的新方法、新途
径。

市委每年征集各方意见，向中心组
成员推荐20本左右思想政治建设、经
济、哲学、文史类经典读物，有效地促进
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机关企事业单
位，建立图书室、成立读书会，开办读书
沙龙，举办“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征
文比赛，分享读书心得和体会，并辐射
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

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在农村开办
农民学校，开展“三扶一助两促进”活
动，通过读书潜移默化党员群众的心
性素养、志趣爱好，涵养党员领导干
部的爱国爱民情怀，增强担当责任意
识，不知不觉中提升了思想政治素
养。

通过书香浸润、以文化人，咸宁党
员群众精神振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信心满满，干事创业激
情十足，社会关系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