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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15～16日受南支槽东移影响，小雨；17日受中低层西南气流影响，多云转小雨。具体预报如下：3月15日：小雨，偏南风1～2级，15～23℃;3月16日：小雨转阴天，偏北风2～3级，12～17℃;3月17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1～2级，10～20℃。

市委主要领导在全市三级干部会上
指出，有的党员干部误以“闲适”文化为
荣，工作不着急、慢慢来，存在“天天有、慢
慢走”思想，更有极少数“闲适”的党员干
部对咸宁的发展不上心、不关心。

天天轻摇折扇是玩不出不出什么
绝活的，个个口若悬河是做不出什么业
绩的，事事斤斤计较是彰显不出什么担
当的，“闲适”者的结局无异于“温水煮
青蛙”。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的

新征程中，岂能让这种“闲适”思想成为
绊脚石？

新时代，呼唤我们提振精神 。我
们既要用好重大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
级关键期，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
力；又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精气神和能力作风问题。

新挑战，要求我们下真功夫。唯有
与“闲适”思想说再见，才能下真神、用
真劲、见真功。

与“闲适”思想说再见,，须有真抓

的实劲。要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
“马真”精神，见项目就谈，谈妥的项目
就签，签定的项目抓落地，落地的项目
抓开工，开工的项目抓投产，投产的项
目抓见效。

与“闲适”思想说再见，须有敢抓的
狠劲。对服务项目过程中的“上热下
冷”“先热后冷”“嘴热手冷”等问题敢于
批评，对重大建设项目建设不力的问题
敢于亮剑，对项目审批监管中搞借权营
生、利益输送的问题严惩不贷。

与“闲适”思想说再见，须有善抓的
巧劲。在项目商洽中，善于与企业家、
投资商打交道。在服务市场主体的细
节上，既要做好全程代理的“一站式”服
务，又要体现法律条规的精细化服务，
更要展现暖人心田的微笑服务。

与“闲适”思想说再见，党员干部当
率先垂范。只有围绕发展抓投资、围绕
投资抓项目、围绕项目抓招商、围绕招
商优环境，才能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加
快发展速度，提升发展质效。

请对“闲适”说再见
○ 柯建斌

海月无纺
提档升级

13 日，崇阳县海月无纺科技有限
公司员工在车间里忙碌。

为提升市场竞争力，该公司积极
引进高档设备，提升产品生产质量，增
强企业发展活力。目前公司引进的德
国特吕茨勒高端水刺生产设备建成投
产，预计年实现产值1.5亿元，税收500
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近日，咸安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叶丽
被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妇联授
予“湖北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多年来，她扎根基层，认真履行司
法职责，积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用良知和辛勤传承着社会的公平和正
义，用爱为天平增辉。

作为一名女法官，参加工作17年
来，叶丽凭着“热心、诚心、爱心、耐心”，
真心诚意为妇女儿童利益着想，凭借女
性的细致和温柔，将德、情、理、法融于
工作中，妥善化解矛盾。

为确保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
效的维护，叶丽立足自身工作，制定了
一系列的工作制度，大力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凡涉及妇女儿童维权案件，

及时立案、当日向业务庭转交材料；凡
重大敏感案件，信访跟进，督促落实；凡
符合救助条件的案件，及时办理司法救
助手续，缓交案件受理费。

近三年来，立案庭共登记立案
18000余件，其中涉及到妇女儿童权益
的案件近两成，件件及时立案，及时流
转，最大限度缩短其维权期限。

针对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村妇女
儿童群体存在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
够强的现状，叶丽还认真做好立案工作
的延伸，通过个案程序指导、电视法制
讲座、大厅法律宣传等有效形式，加强
对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切实帮助他
们提高维权能力。

信访工作是立案庭的重要职能之

一，每年区人民法院立案窗口接待来访
群众近500人次，受理上级交督办案件
近百余件，还有不少人民来信。在这些
来信来访及督办案件中就有不少妇女
儿童表达诉求，请求维护权益。针对此
类案件，叶丽高度重视，认真甄别，分类
流转。对诉求有理的第一时间转办业
务庭，后期跟踪，及时反馈到当事人。
对诉求理由不成立的，叶丽细心释法明
理，让当事人明明白白。

同时，作为一名员额法官，叶丽除
了立案信访工作外，还承担着审理民商
事案件的工作。17年来，她承办的案
件无一错案、无一违纪。17年间，许多
濒临解散的家庭，经她调解而重归于
好；许多剑拔弩张的当事人，因她的规
劝而握手言和。

在一起离婚案件中，张某以夫妻感
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态度坚决，其老
公也表示同意。在庭审调查中，细心的
叶丽得知原、被告的儿子正值高三。庭
审结束后，叶丽与张某拉家常，耐心倾
听并开导他。

最终，在叶丽的帮助下，夫妻俩言
归于好。一年后，她们的儿子顺利考入
大学。

叶丽用忠诚和实干谱写了一曲当
代女法官的青春之歌，赢得了群众的普
遍赞誉。她多次获评咸安政法委和咸
安区人民法院的“先进个人”“信访工作
先进个人”，2016年被市妇联评为“咸
宁最美女法官”。在叶丽担任立案庭庭
长期间，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被评为“市
级信访文明接待中心”。

叶丽:用爱为天平增辉
通讯员 李旻媛

巾帼建功新时代
听她讲述一线的故事

咸 宁 市 妇 联 主 办

15日，春光明媚。我市纪念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服务活动在中
商百货广场举行。市工商局、市消委会
联合70多家单位和企业，以“品质消
费 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为市民送上消费知识“大拼盘”。

上午8时，广场上多家单位和企业
已经开始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
和相关资料。最显眼的位置上，“品质
消费 美好生活”的大幅标语吸人眼
球。

“您好，过来扫个码，随时都可以了
解消费者的权益！”“您好，请了解下这
个……”早上9时，广场上就来了很多
市民，市消委会工作人员积极向市民们
宣传消费者权益知识。

“这个怎么辨别真假啊？”有市民拿

起展台上陈列的黑木耳、红枣、干香菇
等副食询问。“主要看喷码。你看，假冒
产品的喷码排列松散不紧凑，仔细看可
以看出印刷很粗糙。”工作人员认真地
讲解。

“如果有电话告知你中奖，请不要
轻易相信，更不能告诉对方银行卡账号
和密码……”在市公安局的宣传点上，
十多幅有关网络诈骗和电话诈骗的宣
传展板吸引了不少市民。该局工作人
员向市民介绍犯罪分子常用的诈骗伎
俩，提醒市民对可疑电话保持警惕。

市烟草专卖局宣传台前人头攒
动。一市民在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的

“指点”下，准确地将假烟从真烟中挑了
出来。“真烟都有防伪喷码，摸起来很平
滑，假的摸起来有凹凸感……”一市民

现学现卖向伙伴们“炫耀”。
“你们看看，这两盒中的纪念币哪

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在中国银行
咸宁分行的鉴定台前，工作人员让市民
辨认他手中的两盒金银纪念币的真
假。“我看好像一样啊。”“我指给你们看
……”在工作人员的指点、讲解下，大家
看出了端倪。

中国银行咸宁分行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近年来，金银币收藏十分火
热，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初
涉者很难看穿，上当受骗的市民还不少
呢！”

另一边，一些保险企业和移动通讯
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向市民发放着相关
宣传资料，并解答市民在办理保险业务
和通讯业务中遇到的问题。

“只有掌握了各种辨假识劣知识，
我们维权才能理直气壮，少吃‘哑巴亏
’。”市民黄女士说。

“今天的收获太多了！”市民刘易阳
展示着手里的一叠宣传资料说，工作人
员解答了他平时在消费中遇到的一些
问题，觉得“还要多学习、多了解，才能
确保自己安全消费”。

面对市民们好学的劲头，市工商局
局长徐永春高兴地说：“消费者是市场
的主体，只有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维
权知识，才能形成全民监督的社会氛
围，才能真正让假冒伪劣产品无处遁
形。”

据悉，此次活动共发放资料千余
份，接受消费咨询100余人次，当场受
理消费投诉13余件。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
冯伟、刘元江报道：15日上午，
我市开展主题为“品质消费 美
好生活”的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纪念活动。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何开文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由市工商局、市消
费者委员会主办，市质监局、市
物价局、咸宁银行协会等单位承
办。活动现场设立了消费者保
护投诉、消费咨询等多部门、多
行业联合组成的宣传平台，接受
各种相关投诉和咨询，并通过现
场互动、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方
式，帮助广大经营户和消费者掌

握有关政策、法律法规。
2018年，全市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将做好放心消费创建
工作、强化消费维权监管执法、
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同时做好重
点人群、领域消费维权，推动消
费维权各方协作等方面的工作，
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消费维权
工作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市
还将陆续开展“百万消费者评议
供水、供电、供气、供石油”活动，

“12315开放日”活动，消费维权
知识讲座活动，消费体察活动，
消费维权知识进校园、进社区、
进农村等系列活动。

我市开展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张勇、吴
颖报道：“您春节生活过得如何？春耕
生产急需什么？今年有何经济发展计
划？……”1日上午，通山县委书记石
玉华走进大路乡新桥冯村贫困户余春
林家中进行家访，拉开了该县开展“千
名干部吃千家饭、住千家屋、纳千家言”
活动的序幕。

余春林作为石玉华的结对帮扶对
象，去年初，在政府的支持下种植香菇
1500筒，收入15000元；养猪5头、收

入5400元；妻子在村里果木基地务工
年收入达到12000元，除去日常开支，
最后净赚2万元。他说，今年计划扩大
香菇种植规模和家庭养殖场，不仅要把
香菇大棚办成示范基地，还要把10头
母猪生下来的猪崽交给其他贫困户寄
养，以带动周边11家贫困户共同致富。

通山既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又
是幕阜山片区脱贫攻坚主战场。如何实
现今年摘掉省级贫困县帽子，确保全县
24895人减贫、14个贫困村出列，该县决

定动员1000名县、乡镇、县直机关单位
和村（社区）干部开展“吃千家饭、住千家
屋、纳千家言”活动，深入百姓家中访民
情，通过自带菜肴、行李到各自联系的贫
困户家中，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
摸清贫困户家庭基本情况及需要帮扶
的重点，帮助贫困户落实脱贫计划。

统计显示，仅活动开展的第一天，
该县各级干部就现场收集贫困户有关
产业发展项目、种养殖业技术等生产生
活方面的困难7130多个，为下一步推

进精准扶贫提供了决策依据。
九宫山镇程许村贫困户涂望来去年

养了7头黄牛，今年春节行情好，出售的2
头黄牛，足足赚了2万多元。县长陈洪豪
得悉其想扩大养牛规模的规划后，当场打
电话给县扶贫办和农商行负责人，帮助落
实“扶贫贷”，支持他在山上建牛棚。

“干部身上泥土味浓了，老百姓办
事更顺畅了，群众脱贫致富就有了希
望！”洪港三贤村贫困户梅贤猛深有感
触地说。

吃千家饭 住千家屋 纳千家言

通山千名干部帮扶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
员钟栋报道：15日上午，市委第
一巡察组召开巡察市城管执法
委情况反馈会议。副市长吴刚
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第一巡察组反馈了本
次巡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
出了整改意见。

吴刚要求，要正视问题，提
高思想站位。市城管执法委党
委班子要敢于面对批评、勇于正
视问题，切实把巡察组反馈意见
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强大动力。
要剖析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整
改措施。要明确各项整改要求，
做到立行立改，高标准、严要求

做好巡察整改工作。他强调，要
标本兼治，巩固巡察成果。把这
次巡察整改工作与年度工作目
标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落实
巡察整改与推进工作两手抓、互
促进。

市城管执法委负责人表示，
将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制定整改
落实方案，明确目标时限及责任
领导、责任单位，列出清单、建立
台账，盯紧抓实，对账销号。将
举一反三查问题、即知即改抓落
实、抓早抓小抓苗头，坚决杜绝
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打造政治
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廉洁
务实的城管执法队伍。

市委第一巡察组

向市城管执法委反馈情况

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我市纪念3·15宣传服务活动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蔡雅妮 刘元江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
徐赐甲、周子逸报道：15日上
午，咸宁市鄂南秋收暴动课题研
究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主持。

会上，市委党史研究室宣
读了《鄂南秋暴课题研究计划
（2018—2022）》（征求意见稿），
小组成员围绕主题，结合实际，
畅所欲言，发表了真知灼见。市
档案局围绕“打造咸宁红色名
片、助力‘绿色崛起’”两点，开展

“四个一”活动作了阐述；湖北科
技学院围绕“为乡镇振兴注入红
色基因、为‘三抓一优’激活红色

资源、为红色教育提供红色素
材、为‘绿色崛起’插上红色翅
膀”展开了探讨，等等。

张方胜对鄂南秋暴课题研
究领导小组前阶段工作给予肯
定。他围绕“整合研究资源、扩
大宣传影响、完善研究机制、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提出了
指导性意见，要求各成员单位尊
重客观实际，深入课题研究；要
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的理念，扎实开展课题研
究，早岀成果，多岀精品，为把鄂
南秋暴课题研究打造成咸宁的
一张新名片而不懈努力。

市领导主持鄂南秋暴课题研究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整合研究资源 扩大宣传影响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
宋勇华、廖媛媛、刘敏报道：15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盖
湖湖长闫英姿率市交通运输、水
务、环保、水产等有关部门负责
人调研黄盖湖河湖库长制落实
情况。

闫英姿一行实地查看了黄
盖湖碧水保卫战“迎春行动”情
况，并查看了黄盖湖余家桥段安
咀村吴王庙拆围落实情况。

闫英姿指出，全面落实河湖
库长制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讲话精神的
重大举措, 事关人民群众福
祉。她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层层压实责任，

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
检查机制，增强落实河湖库长制
工作紧迫感与责任感，认真落实
好黄盖湖综合治理，扎实做好流
域管理、治理和保护各项工作，
推动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等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据悉，赤壁市全面动员部署
黄盖湖碧水保卫战“迎春行动”，
研究制定方案，压实责任，将目
标、任务、责任、时限细化到人。
拆除围栏围网面积1.1万多亩，
并通过了省级验收。累计清理
河道30余公里，拾捡岸边垃圾
24立方米，打捞水面漂浮物、残
余竹片 2.1 吨，清除沿湖杂草
170亩等。

市领导调研黄盖湖湖长制落实情况

本报讯 记者吴钰报道:15
日，市委第四巡察组召开巡察咸
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情况
反馈会。市委常委、咸宁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杨良锋出席反馈会。

会上，市委第四巡察组组长
反馈了巡察情况，并提出了整改
意见。

杨良锋强调，军令如山，令
必行，行必果。对巡察组反馈的
问题和整改意见，要有承必诺、
有责必担，闻过则喜、从善如流；
担当如铁，穿新鞋，走绿道。要以
无畏的担当、干净的本色和高度
的团结干事；信仰如天，争先锋，
当猛将。要不忘初心，将高投集
团各项工作不断推到新高度。

市委巡察办负责人说，高投
集团党委要增强“四个意识”，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
省委、市委对巡视巡察新要求上
来；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把巡
察整改落到实处，统筹谋划整
改，明确整改要求，注重标本兼
治；要强化政治担当，夯实整改
主体责任，健全责任体系，形成
整改合力，注重工作方法。

高投集团表示，将统一思
想，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巡察整
改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聚焦问题，立行立改，切实增强巡
察整改落实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搞好结合，相互促进，切实增强巡
察整改落实的成果运用和转化。

市委第四巡察组

向咸宁高投集团反馈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