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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传捷报，玉犬谱新篇。值此
新春佳节之际，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崇阳县支行党委书记宋祖斌、
副书记龚民、委员雷勇、王锋、朱江崇
率全行员工恭祝全县人民福旺、财旺、
运道旺、事业更兴旺。农业银行秉承

“大行德广.伴您成长”的办行理念，热
忱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助您实现创业
梦，小康梦，幸福梦，光彩人生梦。

中国农业银行是党的银行、国家
的银行、人民的银行和市场的银行，崇
阳农行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不

变的初心，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
做理想信念的坚定者；以不变的恒心，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做推进金融服
务的奋进者；以不变的诚心，做好农业
银行改革，做改革创新的搏击者；以不
变的决心，筑牢金融风险“防洪堤”，做
经营转型、服务实体经济的捍卫者。

2018年农业银行“金钥匙春天行
动”如约而至，为广大客户谱写一曲美
妙的“春天四重奏”。“新春嘉年华”吹
起春之号角，农行人将带着丰富的产
品，开展优惠“六进”活动，给您带去新

春的祝福；“财富狂欢节”拉开丰收大
幕，专享理财秒杀、优选基金特惠、掌
银交易赠礼，给您共享财富盛宴；“欢
乐淘金节”弹奏爱的乐章，贵金属产品
琳琅满目，送老人、送爱人、送孩子，尽
在农行；“花样美人节”唱响美丽年华，
专属理财、消费立减、传世之宝，“金”
品传承，价值永恒，系列黄金产品、系
列金钱、系列生肖，采用Au99.99高纯
度金，防伪标志，金条编码，黄金投资，
价值独具，为您共铸美好春光。

热忱欢迎广大客户来农行办理存

款业务，存款到农行可靠又吉祥，收益
高、有保障，请扎扎实实选农行。

贷款到农行，利率更优惠。农业
银行隆重推出主打金融产品住房按
揭，助您实现《您住房、我付款》的“购
房梦”，该品种首付款下调、政策优先、
利率优惠、期限灵活、手续简便、承贷
快捷。

信用卡分期业务自由选择，现金
分期我的卡、我作主，期数由我定，分
秒用现金。汽车分期由我选，哪款适
用哪款提，分期付款购车易，心仪座驾

开回家。消费分期满 500 元，3 期、6
期、9期、12期、24期自由选择，享受生
活好容易。
网捷贷，该品种成本低、额度高、手续
简、流程优。

农业银行开展绿盾行动，宣传电
信网络诈骗的48种常见手段，友情提
示，为您释疑，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
护自身资金安全。

春天播种希望、行动创造财富，农
业银行与您一道耕耘财富梦想，奏响
精彩华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阳县支行

恭祝全县人民新年快乐！生活、事业兴旺发达！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志远、通讯员
蔡旻高报道：立春时节，暖意融融。2
月7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任王玲一行轻车简从，一下杭瑞
高速就直奔崇阳县高枧乡老胡洞村，
开展精准扶贫、“聚力脱贫攻坚，人大
代表在行动”调研和走访慰问活动。

在老胡洞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王玲深入贫困户张阳武和廖祖祥
家中，详细询问他们家中的人口、承包
土地面积、收入来源以及是否了解和
享受低保、养老保险等扶贫政策，并为
他们提前送上新年的祝福和问候。王
玲现场叮嘱乡村干部，要不断探索扶
贫途径，精准发力、合力攻坚，调动贫
困家庭脱贫的主动性，破解贫困群众
脱贫难题，保障贫困群体与全县人民
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下午的座谈会上，县委书记杭莺
在汇报工作时说，崇阳县落实县级领
导包村帮扶，选派“第一书记”专抓扶
贫，在“谁来扶”上做实做强；全面开展
精准识别“回头看”，确保扣牢精准脱
贫“第一颗纽扣”，在“扶哪个”上较严
较真；全面落实“五个一批”帮扶措施，
贫困户享受政策全覆盖，在“怎么扶”
上尽心尽力；全面精准施策，提速城乡
融合、创新产业带动、发力发展潜能，
在“真脱贫”上管远管长。全县共有全
国、省、市、县、乡980余名五级人大代

表参与“聚力脱贫攻坚，人大代表在行
动”活动，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791条，
办结率目前达89%。

王玲对崇阳县委、县政府抢抓机
遇、务实创新、精心谋划，紧扣精准扶

贫工作，扎实开展“聚力脱贫攻坚，人
大代表在行动”的新举措和取得的成
绩表示充分的肯定。

王玲要求，要把精准扶贫工作作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举措，

下足绣花功夫，抢抓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机遇，着力培养和发展新兴产业，健
全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农民
收入，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不断增强。

王玲赴崇阳调研精准扶贫工作时要求

下足绣花功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志远报
道：浓浓祝福传真情，殷殷关爱暖
民心。2月7日，县委书记杭莺，县
委副书记、县长郑俊华深入环卫
公司、光荣院、人武部等单位，并
到国省劳模、困难职工家庭走访
慰问，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
暖，送去新春的祝福。程冰野、王
艳梅、王崇琳、郭正华等县领导参
加活动。

在桑德环卫公司，杭莺对环卫
工人清洁美化城区环境、不断提
升城市环境质量所付出的辛勤劳
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勉励环卫工
人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为
实现城市提档升级、建设美丽天
城作出新的贡献。

在光荣院，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的退伍老军人徐少林老人今年
83岁，不久前做过手术，杭莺来到
老人床前，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
况，并叮嘱光荣院工作人员，要照
顾好他们的起居生活，对他们的
困难要尽力解决。

在县人武部、消防大队和武警
中队，杭莺、郑俊华对驻崇官兵和
武警战士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中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勉
励广大官兵继续发扬光荣传统，
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为建
设和谐幸福崇阳再立新功。

来到“搬砖妈妈”甘英明租住
的房中，杭莺拿起柜子上的药盒，详
细了解买药的途径和药品价格，仔
细询问甘英明的丈夫和儿女们的身
体状况。当看到墙上张贴着甘英明
女儿很多的奖状时，杭莺高兴地拉
住小姑娘的手，勉励她刻苦学习，早
日成才，感恩好人，回报社会，用自
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

随后，杭莺一行还走访慰问
了全国教育系统模范王国香、“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劳动
模范汪益珍和县航欣织布厂职工
吴立新，鼓励他们积极乐观地面
对生活，坚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
信心。

县四大家领导

走访慰问送温暖

王远鹤赴茅井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
汪淑琴报道：暖心驱寒意，真情送祝
福。10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远鹤一行深入崇阳县天城镇茅井村，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县委书记杭莺等参加走访慰问。
王远鹤一行首先实地调研了茅

井村党群服务中心、幸福院及易地
搬迁集中安置点项目建设的进展情

况，听取了有关汇报，并与当地干部
群众进行深入交流。他指出，建设
美丽乡村，要因地制宜做好规划，按
照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
针，建设“以人为本”的美丽乡村。

“党和政府惦记着你们，牵挂着
你们，也一定会倾力帮助你们。”在
搬迁户徐红忠家，王远鹤了解到徐
红忠今年 58岁，是个残疾人，他的大

女儿患有癫痫病，二女儿患有精神
病，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常年在外治
病，便再三勉励他们要坚定信心、战
胜困难。

“报告市长两个好消息，一是今
年顺利脱贫；二是小孩子在县城读
初二考了个年级第一，大孩子在湖
北大学读二年级。”

见到市长，余达鑫激动地上前，

自豪地介绍自己这一年来的收获，
感谢领导的帮扶和激励，并邀请市、
县帮扶领导与他们全家合影留念。

余达鑫，48岁，祖籍广东，作为
上门女婿落户天城镇茅井村 3组，岳
母丁旺香，72 岁，患有精神障碍，生
活已无法自理。

2017 年，在市直驻村工作队的
帮助下发展生态养殖，养了 3500 只
土鸡，还养了 300 只鸭和 100 只鹅，
经济收入渐入佳境。

“不仅要脱贫，还要致富。”王远
鹤握着余达鑫的手高兴地说，并欣
然地与他全家合影留念。

王远鹤一行还先后走访慰问了
贫困户葛天云和郑保霞。每到一
户，王远鹤都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
询问其生产、生活情况，为他们送去
党和政府的关怀，并致以新年的美
好祝福。

看到茅井村在党委政府的精准
帮扶下，村民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均
发生了较大的改观，王远鹤十分欣
慰。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叮嘱相
关工作人员，要认真做好春节期间
困难群众的帮扶工作，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确保每户
群众都能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新
年。

当天，王远鹤还参加指导了崇
阳县综合考评情况反馈会及县委常
委班子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工作。

在茅井村走访慰问调研 汪淑琴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汪淑琴报
道：根据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工
作安排，春节临近之际，2月9日上
午，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郑青
一行赴崇阳县沙坪镇黄茆村开展
走访慰问调研活动，看望慰问驻村
干部、乡村扶贫干部，听取基层干
部群众对扶贫领域改进作风的意
见建议，并走村入户，实地走访慰
问当地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
金，并致以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

“每月低保金有多少？能否准
时领取？医疗救助报销情况如
何？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能不能
回家过年？”

……
郑青先后到黄茆村 3组村民

徐育南、5组村民简育斌、1组村民
杨勇家里看望慰问。

最后，郑青一行来到黄茆村村
委会，看望慰问扶贫干部，听取对
扶贫领域改进作风的意见和建议。

郑青认为，驻村干部和乡村扶
贫干部处在扶贫攻坚一线，大家
情系百姓、尽职尽责、无私奉献，
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积极贡献。
并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
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做到精准
识别、因户施策、真抓实干，确保
崇阳县如期脱贫。

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郑青

赴沙坪扶贫慰问调研

调研座谈会现场

本报讯 通讯员黎记明报
道：临近年关，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王济民一行到崇阳县沙坪镇凤
岭社区走访慰问党员群众，亲切
地与困难党员拉家常、嘘寒问暖，
为党员群众送上节日的祝福。

当来到沙坪镇凤岭社区老街
9号老党员黄金凤家时，89岁高龄
的黄金凤老人激动不已的说。“感
谢党、感谢组织、党的政策好，党
的干部好，执行党的政策好，万万
年的领导，万万年的江山”。

据了解，黄金凤老人于 1954
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有着 64年
的党龄，丈夫生前曾是公安机关
退休干部，膝下有一儿一女，均年
事已高。目前和其患有精神疾病
的女儿一起居住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的砖瓦房内，生活来源主要依
靠其儿子的平时接济，从来未向
组织反映过困难。

“黄老虽然年事已高，但眼睛
不花，精神状况特别好，思想觉悟
非常高，平时也喜欢看看报纸，听
听新闻，了解党的政策。早些日
子，老人家只要身体上没问题，她
都会步行 2里多路赶到社区参加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现在，我们考
虑到其年龄大，路上又不安全，参
加组织生活，要么安排车子接送，
要么把活动精神和学习资料送上
门给她。”凤岭社区支部副书记徐
斌说。

王济民了解到该情况后，握
着黄老的手说：“您老年龄这么
大，精神面貌好，思想觉悟高，是
我们年青党员的学习榜样，虽然
现在年龄大了，您要要照顾好身
体，长命百岁。”并当即表示，当地
政府和社区要多关心老党员生
活，多了解生活上的难处，及时给
予帮助和关怀。

王济民到凤岭社区

走访慰问党员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