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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孙志成报道：一块
钱能干成的事，往往要花十块钱；一天能
办成的事，经常要跑十天半月；还有“门
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等现象，尽管发生
在个别单位、个别工作人员身上，却直接
影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形象，直接影
响党群干群关系，阻碍地方发展。如何

发现这些问题并进行处理？
本月起，通山县将集中5个月时间，

以坚决的态度、过硬的措施、严厉的问
责，开展以优环境促发展为主题的“百名
科股长千人评”活动，全面以“效能风暴”
治理“庸懒散”，力促机关效能、工作作风
切实转变。

根据活动实施方案，该县此次评议
将选定100名左右具有行政执法、管理和
审批职能的县直部门和单位的科股长作
为评议对象，从履行职责、依法行政、服
务态度、办事效率、工作作风、廉洁自律
等六方面接受广大群众全方位综合评

议。评议活动将对参与评议单位的科股
长进行分类统分、排出名次，根据总得分
从高到低，分类排出并确定“十佳群众满
意科股长”和“不满意科股长”。

该县将对评议得分按从高到低排名
前10位的，授予“县十佳群众满意科股
长”荣誉称号，组织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按
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和干部管理权限优先
提拔任用，属于垂直系统管理的干部由
县委组织部向其上级主管单位推荐；对
排名后5名的科股长确定为“群众不满意
科股长”，按干部管理权限予以调整或建
议调整，两年内不得提拔重用，并对其所

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责令
整改。

同时，凡有1名科股长被评为“群众
不满意科股长”的,对该单位分管领导进
行约谈1次,并责令该单位写出书面检
查；同一单位有2名股长被评为“群众
不满意科股长”的,对该单位分管、主要
领导诫勉谈话,并对该单位进行通报批
评。

“拉黑”还是“点赞”，大家说了算。
“百名科股长千人评议”活动全程将在通
山县广播电视台、“通山政务网”、“云上
通山”等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

通山开展百名科股长千人评活动
排名后5名的两年内不得提拔重用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报道：4日，
利用通山籍在外企业家回乡祭祖的契
机，通山县举办招商引资座谈会，推介该
县中医药资源，邀请鼓励在外经商成功
人士回乡发展中医药产业。

据悉，经普查认定，该县共有中草药
592种。北京通山商会会长孟祥国等企
业家对通山发展中医药产业十分看好，
纷纷表示将利用自己的技术和信息优
势，回家乡投资中医药产业。

总投资16亿元的大畈光伏发电项目
成功签约，总投资 25亿元的中林森旅

旅游项目成功落户，总投资50亿元的天
梯旅游开发项目成功进驻……翻开一季
度招商引资落户项目名册，一组组成绩
令人兴奋。

招商引资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直
接引擎，如何确保招商引资持续突破，招
大商引大资助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该
县的做法是：整合力量，精准发力，打好
招商引资春季大作战。

该县从后备干部库中选派一批熟悉
经济工作，具备较强协调沟通能力、勇于
拼搏的干部奔赴招商一线，打造招商引

资快速“部队”，并构建招商移动办公信
息决策平台；做好情报网络工作，建立招
商大数据，对于招商重点领域的领军企
业、企业家、创新创业团队等对象，跟踪
搜集他们的信息和动态。

同时，该县持续组织开展“千人外出
大招商”活动，坚持“走出去”招商，充分
利用异地通山商会的平台媒介作用，利
用各异地商会举办节会契机，就地开办
招商引资推介会，以情招商，以商引商。

3月13日，在台州湖北商会一届二
次会员大会上，该县邀请30多名在台州

创业发展企业家，召开产业对接会，达成
意向合作项目6个；18日，该县邀请400
余名通山籍在粤创业人士参加招商引资

“春季行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项目4
个；3月31日，利用北京通山商会四届一
次会员大会契机，该县现场召开招商引
资推介会，重点推介总投资25亿元的南林
工业园项目，引得不少企业家注目。

今年来，该县出动外出招商300余人
次，接待外地客商200余人次，通过走出去
和引进来的方式，举办招商推介会10余场
次，引进项目5个，实际到位资金2.5亿元。

以情招商 以商引商

通山春季招商大作战硕果累累

近日，笔者走进洪港镇杨林、三源2
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各家农户门前
花坛生机勃勃，老人们坐在各自家门口
晒太阳……

在通山志腾拉链制作公司厂区，车
间里机器轰隆，在该厂做工的23名贫困
群众在机械上拉丝编织忙个不停……

在洪港村田畈中，只见贫困户王功
来在给池塘鱼苗投放饲料……

洪港镇党委书记石裕刚说：“近年
来，我们在抓精准扶贫工作中，推一户一
策，巧用绣花功，确保今年全镇2个贫困
村列，2280名贫困人口摘掉贫困帽。”

易地搬迁搬出好前景
2017年11月2日是杨林村10组阮

家焱选定的好日子。帮扶责任人、村支
书王定富和副主任王能雄带着村组干部
赶来，有的挑箩筐、有的搬被子、有的抬
家俱、十余人很快将阮家焱家中的物品
全部搬入杨林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的新
居里。阮家焱搬迁新居后，借助杨林新
居地处杨林街交通方便、商贸活跃、居住
人口多的条件，他做起家政服务，每天在

街上搬运货物做杂工收入150元。
贫困户叶祥木，全家5口人，过去住

在深山的三间土坯房里，每年单靠砍点
竹木、茅杆卖给当地竹木加工点维持生
计。去年10月底，他家搬进易地搬迁三
源集中安置点后，争取政府产业帮扶资
金18万元，与当地5位群众联合创办瓜
篓基地60亩，到去年亩产收入达500
元，产品远销安徽，户均收入6万元。

经统计，到目前，该镇积极向县商业
银行和县扶贫办争取易地搬迁项目资金
2561万元，为全镇贫困户和无房户建起
集中安置点24个，安置325户、934人。

该镇党委副书记陈炳说：“如今生活
在易地搬迁安置点的群众，生产有门路，
生活有保障，真正让贫困户易地搬迁搬
出新前景！”

不出远门获得好收入
如何让一些有生产能力，但家庭发

展无门路、缺资金的贫困群众走上致富
路？该镇采取“企业+农户”的模式，积
极争取县里的“扶贫贷”，将支持贫困户
产业扶贫资金投入到民营企业、让贫困

户参股分红，在企业打工挣钱。
通山正祥竹制品公司2016年在政

府的支持下，获得县里“扶贫贷”60万元
后，对竹制品加工实行转型升级，年产值
达500万元。公司特意吸收了15名贫
困群众就业，每月工资2000元。因残致
贫的贫困户梅贤猛，过去靠在街上收废
品维持生计，如今在家门口打工，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在通山县志鹏拉链制品公司打工的
23名贫困户，每月收入达3500元，公司
免费提供吃住，每到节庆日还有礼品。
沙店村贫困户王铮，2个小孩在读大学，
每年为小孩读书四处借钱，2015年到该
公司打工后，每到年初，公司先借3万元
给王铮小孩上学。沙店村一组贫困户王
银花，丈夫长年患糖尿病医疗费达三万
多元，过去在外打工，小孩读书无人照
料。2016年初，她回到家门口打工，每
月收入有4000元。

一家多业增加好门路
为确保贫困户产业发展有效益，近

年来，洪港镇积极探索双产业模式，让每

一个贫困户至少发展两个产业。
洪港村贫困户王功来家有4口人，

两个小孩上学，本人每年医疗费要6万
多元。2016年，村支书王衍林与他结成
对子，帮他申请了大病救助，还帮他谋划
了家庭产业发展：将10亩责任田改建种
莲藕，租用组里的25亩池塘，投放鱼苗
4000尾，收入2万元；利用家中房前屋
后空场养豚、鸡200只，收入6000元；引
导他利用邻近集镇街道优势，在街道上
建起蔬菜销售点，年收入1.5万元。

三贤村贫困户王云峰，因患腰椎病，
不能从事重农活。2017年，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华先翔与他建立联系户，为他争
取“扶贫贷”8万元，买回6头小黄牛，遇上
今年春节行情好，一头黄牛收入达8000
元。同时，华先翔还指导他租用临街小
商铺，销售零食、烟酒，年收入达2万元。

“双产业有效拓宽了困难群众的增
收渠道。”洪港镇镇长谭禛说，王功来、王
云峰的情况在镇里不是个例，目前全镇
已有1288家贫困户走上了“双产业”脱
贫之路。

户有好光景 人有好梦想
——洪港镇探索精准扶贫“一户一策”的实践

通讯员 王能朗 谢宏波 蔡丰绩

黄沙铺镇人大重视建议办理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谢晓翠报道：“多亏了人大代表帮助建

议，梅田片区水利设施和饮用水安全问题才将得以解决。”
8日，黄沙铺镇梅田村党支部书记刘会利高兴地说。

去年上旬，刘会利向镇人大反映梅田片区多年来因下
陈水库水道失修，大部分水渠被洪水冲毁，垮塌严重，给当
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
发展。镇人大迅速组织人大代表实地调研，提出解决梅田
片区人饮问题的建议，得到省水利厅的大力支持。梅田片
区人饮工程投资500余万元，已于2017年10月份动工建
设，预计2018年7月份完工。该工程建成后，将解决梅田
片区梅田、下陈、泉塘、毛杨等4个村共1.3万人的饮水和灌
溉问题。

这是该镇落实省人大常委会“聚力脱贫攻坚,人大代表
在行动”活动的重要成果。自活动开展以来，该镇人大通过
完善制度建设、健全组织机构、宣传代表风采、搭建履职平
台等措施，推进镇人大规范化建设，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通山农商行狠抓综治工作

力促各项业务快速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刘合创报道：近年来，通山农

商行狠抓综合治理工作促进各项业务快速发展。去年至
今，该行全面完成上级行下达的各项任务，其中上缴各项利
税2600多万元，实现净利润5500多万元，是该县实力最强
的银行机构。

该行在抓业务发展的同时，把综合治理工作当作重中
之重的大事来抓，采取了七条有效措施：一是与所有员工签
订了“安全生产承诺书”，确保按章操作，合规办事；二是与
友邻单位签订“联防协议书”，由各网点与当地派出所联合
开展突发事件防控演练；三是签订“消防救援责任书”，成立
救援队，力争做到一方有事、八方支援联防局面；四是开展
了“平安单位”、“和谐家庭”的创建评比活动；五是推行了

“门栋长”责任制，促进和谐共建、长治久安；六是采取高压
态势，对隐患整改措施不硬、办法不当、效果不佳的责任人
实行“零容忍”惩处；七是结合“七五”普法教肓活动组织职
工认真学习，且进行相关考试，大大提高了该行干部员工学
法、懂法、守法、依法合规办事的自觉性。

大路乡加强宣传

倡导文明祭祀树新风
本报讯 通讯员焦阳、徐世聪报道：“今年这个清明节

很温馨安宁，感觉文明祭祀的风气正在慢慢兴起。”7日，大
路乡新桥冯村村民夏基明感叹。

节前，该乡组织乡、村干部采取包保分片责任制，利用
广播、标语、横幅、宣传车等，宣传文明祭祀的意义和作用，
让文明祭祀深入人心。乡、村干部联合开展“移风易俗、文
明祭祀、绿色清明”宣传活动，通过发放“移风易俗、文明祭
祀、绿色清明”倡议书、明白纸等方式，倡导广大群众采取鲜
花祭祀、网上祭祀等低碳、环保的形式。

同时，中小学校开展倡导清明文明祭祀主题活动，通过
学生向家长发放文明祭祀倡议书，倡导群众从自己做起，开
展鲜花祭祀、网上祭祀等绿色环保祭祀方式。此外，该镇高
度注重安全祭祀，引导群众严格遵守有关防火规定，不在山
头、林地内违规用火，坚决杜绝安全隐患，确保广大群众度
过一个文明、平安、和谐的清明节。

节日期间，该乡共发放倡议书2000余份，悬挂横幅20
条，出动宣传车10次，期间未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

县民政局“四到位”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姜萍报道：2日，县民政局对

局股室及12个乡镇民政办救济款物发放情况开展督导检
查。这是该局在运用“四到位”工作法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四到位”即：调查研究到位。股室及各乡镇民政办结
合业务特点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救济款物发放专题调查研
究，对查找出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制度建设到
位。股室及各乡镇民政办细化廉政风险防控各项措施，进
一步查找风险点，完善流程图，从制度上扎紧扎牢权力运行
的篱笆。机制建立到位。股室及各乡镇民政办党风廉政建
设、救济款物发放纳入总体目标工作中，做到同等考核，执
行监督机制长效化。执纪纠错到位。对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主要领导牵头整改，明确整改内容、措施、时限和责任
人。不断加大内部工作力度，主动查找问题，完善自纠机
制，早发现早纠正，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去年至今，该局招待、办公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请客收礼、违章违纪的少了，作风正派、办实事的多了。

随着气温升高，各个学校食堂卫生情况怎么样、学生吃
得是否健康放心？日前，县食药监局九宫山食药所工作人
员对镇区17所中小学校、幼儿园的饮食安全情况进行全面
核查，确保该镇2000余名学生吃到健康卫生的饭菜。

通讯员 徐世聪 陈立波 摄

助春耕
促脱贫

4月8日，县疾控中心与黄沙铺镇
人民政府共计40余人在黄沙铺镇中通
村开展“万名干部进万家助春耕促脱
贫”活动，与贫困户同吃饭、同劳动，受
到当地贫困户的一致欢迎。

通讯员 张敏 赵克强 王程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