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发挥党员干
部的示范作用。一是落实领导责任。党组
织书记是管党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
导是管党治党的直接责任人。坚持“书记
抓、抓书记”，建立年度集中谈话制度，签订
工作责任书，进一步落实管党责任。将严
格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落实情况与干部选拔
任用、绩效管理、评选评优紧密结合，建立
个别约谈制度，适时对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开展情况欠佳的负责人进行诫勉，真正让
抓领导责任落到实处。二是加强示范带
动。健全和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
活制度，督促领导干部每年带头讲一次专
题党课，组织一次行之有效的活动，让党员
干部在严格的组织生活中增强党员意识、
锤炼党性观念。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带头

执行党内制度，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建
议，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民主方法的能力、开
展工作的意识和本领。

（二）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发挥党员干
部的主体作用。一是增强党员教育管理的
针对性。在教育内容上，要将党的最新理
论创新成果与促进党员自身发展能力相关
知识的学习相融合，与党员的思想、工作实
际相吻合；在教育方式上，要将先进的管理
手段和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党员教育管理
之中，建立网上党校，发挥微信、微博等新
手段加强党员教育。二是创新党内政治活
动的实效性。发挥先进模范的示范带动，
在学习先进、对标进位，见贤思齐、取长补
短中，提高党内生活的效果；坚持注重实效
的原则，准确把握党员的实际需求，积极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富有吸引力的主题
党日活动，定期对党员干部开展警示教育
活动，使党的政治活动更富有时代气息和
业务特点，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吸引
力、感染力。三是健全党内激励关怀的参
与性。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
对党员给予经常性的关心爱护，不断激发
广大党员的政治参与热情。

（三）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挥党员干
部的引导作用。一是做好思想发动。特别
是“一把手”要虚心接受上级意见，主动征
求同事意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以真诚和
信任赢得人心，赢得蕴藏着无限创造力的
党员群众的力量，积极为广大党员干部营
造敢于讲真话的氛围和环境。二是加强业
务指导。建立完善民主生活会审批核准制

度，完善领导联系指导基层民主生活会制
度，会前明确主题、严格把关，会中直面问
题、揭短亮丑，会后通报情况、报告备案，并
及时开展质量评估，达不到预期目的的督促
整改或推倒重来，切实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武器，提高领导班子建设水平。三是严肃
自我批评。做到“真”批评，动真碰硬、触及
问题、触动灵魂，洗涤思想、去除污垢；“敢”
批评，敢于揭短亮丑，敢于自我解剖，敢于解
剖别人，敢于同错误和消极现象作斗争；

“严”批评，坚持原则，严肃纪律，严格要求，
严于律己。四是坚持边查边改。建立整改
销号、定期通报等制度，及时把民主生活会
的成果、特别是纳税人普通关心的问题和
整改措施，以适当的方式向纳税人公开，自
觉接受监督，并坚持边整边改边落实。

（四）发展机关党内民主，发挥党员干
部的监督作用。一是拓展参与政治生活的
途径。完善基层党组织民主决策、民主选
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党员
意见表达机制，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开
展党员网上学习教育、网上建言献策、网上
实施监督等活动，为广大党员参与党内事
务提供平台。二是完善强化党内监督的机
制。健全和落实党务公开、党内情况通报
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等配套制度，突出对
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重点加强对选
人用人、经费使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和
评先选优的监督，确保权利在阳光下运
行。三是严格执行民主集中的准则。一方
面，认真贯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
酿、会议决定”的基本原则，提高运用民主

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的本领，营造民主
讨论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坚决纠正软弱
涣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强化统一意志
和共同意识，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防止
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软弱涣散。

（五）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发挥党员干
部的担当作用。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
律，从严要求、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
督广大党员干部，把从严管党治党贯穿到
党的建设各方面和各环节。严格纪律教
育，加强组织管理，坚决纠正无组织无纪
律、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现象。认真学
习并严格遵守党章规定，做到个人服从组
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严格执
行请示报告制度，坚决同违反党内政治生
活有关规定要求的行为作斗争。

（六）健全政治生活制度，发挥党员干
部的约束作用。认真落实好“三会一课”制
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
相关制度，及时对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进
行修订和完善，建立党内政治生活考核评
价体系，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切实保障党组
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调动广大党员
的积极性、创造性。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
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
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拓宽渠道，保
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及时反映
到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应充分听取党
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集思广益，改进
工作。
（作者系崇阳县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严肃机关党内政治生活的思考
○ 戴新

核心提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
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
就基层国税部门而言，机关党员干部
的思想状况、能力水平和工作作风如
何，以及机关党组织作用的积极发挥，
直接影响到国税事业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是关系到服务纳税人取得实际
效果的关键。因此，严肃国税机关党
内政治生活，必须加强机关党组织班
子建设，从党员领导干部抓起，从党员
干部抓起，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成为
国税机关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
员干部进行党性锻炼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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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企业更多真金白银
全国两会后，企业减负“礼包”进入政策落地

期。前不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上调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并下调增值税税率，企业
将进一步享受到真金白银的减税红利。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市场主体已经突破 1
亿，增长了近200倍。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新产业新
业态蓬勃发展，市场主体“遍地开花”。其发育的每
一个环节，背后都有改革深化的助力、政策优化的
呵护。不仅仅是降税减费，商事制度改革不断突
破，“放管服”持续深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都在
推动企业轻装上阵，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
升经济发展质量。

“去中国做生意前景好！”来自外界的呼声，印
证了中国市场的魅力。持续营造优质高效的发展
环境，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活力定能更加充分展示出来，呈现“百舸争
流，千帆竞发”的繁荣局面。

全心全意重在“全”
最近某地发生两起交通事故，死伤惨重，交警分

析发现，事故均发生在没有警示、护栏的公路急弯
处。有人反思，“如果有标牌给司机警示”“如果撞击
时有护栏挡一下”，或许悲剧不会发生。但生命没有
假设，相比动辄上亿的修路费，安个标牌、装个护栏
应是“小钱”，因小失大，教训深刻。

魔鬼在细节中，决不能让一个小小的缺失造成
遗憾，抹杀之前辛苦的付出和努力。不要以为大的
重要的都做了，小的次要的就可以等一下，甚至干脆
无视。

工作效果之所以会倒在“最后一公里”，是由于
全心全意服务的意识不到位。“全”就是要带着百分
百的责任、投注满腔的感情、毫无保留为百姓办事。
只有站在百姓的出发点，达到“你就是我、我就是
你”，才可能把工作真正做到位。

（本报综合）

在“联”字上下功夫，扩大党在农村的
组织覆盖。积极顺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
党员就业情况的不断变化，大力创新农村
党组织设置模式，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在
乡村振兴中精准发力。党员联管，打破行
政区划、地理位置、上下层级的限制，由乡镇
主导，大力组建产业、项目、合作社党支部，
在坚持行政村支部管理的基础上，把越来越
多的党员聚集到特色功能支部实行分类管
理，通过开展技能培训、信息沟通、结对帮带
等，实现同业抱团发展、党员致富带富。组
织联建，推行村村联建、村企联建、城村共

建、党群共建，通过共过组织生活、共用党建
阵地、共享发展资源、共解工作难题，加大农
村各类组织之间融合互动的深度和广度，形
成优势互补、共同受益的生动局面。小组联
动，针对农村支部党员数量不断增加的现
实，着力加强党小组建设，按照更加有利于

“落实支部部署、加强党员监督、推动民情传
达”原则，设立一批“同岗、同业、同趣”党小
组，保证党小组有基本的场所、经费、制度开
展活动，不断激活支部“细胞”。

在“聚”字上下功夫，激活推动发展的
第一资源。充分发挥农村各类群体的主
体作用，打造“要振兴”的持久动力。聚人
气，着力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和服务，平时
多用微信、QQ群方便流动学员参与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确保他们“离家不离党”；
在返乡高峰期，通过召开恳谈会、组织参
观家乡发展变化成果、开展“送政策、送技
能、送岗位、送信息、送服务、送资金”等活
动，吸引流动党员“归巢回家”，帮助他们

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聚人才，积极实
施一村多名大学生、乡土人才培育、村后
备干部储备等计划，强力推进把党员培养
成能人、把能人培养成党员的“双培养”工
程，打好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

“三乡工程”的宜居牌、乡情牌和资源牌,
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先进分子吸纳到党的
旗下。聚人心，严格落实“岗位在村、阵地
在村、责任在村”工作机制，以干部好作风
树立党的好形象。坚持“四议两公开”制
度，进一步规范党务、村务、财务公开的内
容和形式，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人员配
备、工作流程和基础保障，让阳光成为最
好的防腐剂。

在“促”字上下功夫，升腾干事创业
的强大气场。加大统筹力度，推动各种
力量和各种资源科学有序地融入乡村振
兴中，以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以城促乡，常态化开展
党代表联系服务基层活动，择优选派机

关干部担任村支部“第一书记”，因事择
人配强驻村工作队力量，加大转移支付
力度，实现乡村振兴“大员上阵、尖兵突
进”。以学促做，广泛开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活动，加大
对乡村振兴各级政策的宣传力度，筑牢
乡村振兴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扎实开展
党员联户、党员评星、先锋指数管理等活
动，教育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治促管，普遍建立村规民约、乡贤理事会
和各类村级事务专业协会，强化党的目
标任务落实，加强党组织的正确引导，加
强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着力用好支部主题党日工作法，提高“六
事联动”和“三会一课”的质量，引导党员
在村级事务中“先学习、先知道、先讨论、
先行动”，带动群众共同落实党的方针政
策，推动乡村振兴由支部“独角戏”转变
为党员群众“大合唱”。

（作者系咸安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乡村振兴要念好党建“三字经”
○ 胡昌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受通城县国
土资源局委托，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对通城县G[2017]02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

通城县G[2017]02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申请所涉
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挂
牌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通城县G[2017]02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均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
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 6月4日，到
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4日
下午 17 时前，到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诚信
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

准备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6月 4日下午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
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将在2018年6月4日下午17时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六、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诚信拍卖有限
公司对本次通城县G[2017]02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
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七、本次通城县G[2017]02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地点为通城县政务服务大厅五楼开标厅，揭
牌时间为2018年6月6日上午9时整。

八、联系方式：
（一）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人：李长征
联系地址：通城县国土资源局一楼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土地交易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5-4355528 13886505055
（二）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艳彬
联系电话：027-85750506 18064008875
网址：http://www.hbcxpm.com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路26号中诚大厦
（三）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通城县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82010000000151536
开户行：湖北通城县农村商业银行银山支行
（四）竞买准备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4200 1170 0080 5300 2867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通城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 5 月4 日

地块
编号

G［2017］
021号

土地位置

通城县隽水镇
银山广场北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0055

土地
用途

商业
住宅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0%

起拍价
（万元）

1805

竞买
保证金（万元）

1805

竞买
准备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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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实现乡村振兴的新
目标新要求，关键要发挥好党建引
领作用，在“联、聚、促”上下一番“绣
花”功夫，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
展，做到“以新应新、以变应变”。

让历史的天空更加清朗
还记得2016年9月20日，邱少云烈士名誉权案

胜诉，但英雄的侄子邱光兵仍忧心忡忡，“老人都走
了，以后为国家牺牲的烈士们如果再被侮辱嘲讽，谁
帮逝去的他们说话？”如今，这个问题有了响亮的回
答。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英烈保护法，对
弘扬传承英烈精神、惩治亵渎英烈行为、确立英烈保
护公益诉讼制度等作出明确规定，构建起保护英烈
的全方位体系。

尊崇英烈，是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保护英烈，是
对历史最基本的敬重。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
也出现个别抹黑英烈形象、亵渎英烈事迹、美化侵略
战争的言行，严重损害了国家尊严，伤害了民族感
情。英烈保护法的通过，正是对这些杂音、劣行的法
律回应，宣示了捍卫英烈的鲜明价值导向。

以法之名，以众之力，让英烈精神世代传承。相
信随着这部法律5月1日的施行，我们会更好地肃清
浊气、弘扬正义，让我们历史与价值的天空更加清
朗、宁静。

落笔不等于落地
日前，湖北某市统一印制《工作手册》，取代过

去不同部门印制的《工作日志》《工作纪实》等4个本
子。市委负责人说：少点虚头巴脑的东西，多去干
事创业，精简小小笔记本只是开始。

必要的记录，有助于工作。但在一些地方，不
少部门“各捏各的眼”，分别印制不同笔记本，都强
调自己很重要，要求基层干部“工作留痕”，并纳入
检查考核。这样一来，干部每天揣着好几个本子，
有些人不管事情做没做，先设法完成“家庭作业”再
说。笔迹龙飞凤舞，足迹缺泥少土，看似忙忙碌碌，
其实都是在做“表”面文章。

说得再完美，不干都是空的。笔记再漂亮，终
究只是停留在纸上。那些成天只关注记录的人不
要忘了，落笔不等于落地。留下笔迹，不如留下足
迹。

170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
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170年来，《共产党
宣言》用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世界
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

程。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
忠实传人。百余年来，《共产党宣言》始终
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用
马克思主义原理去指导并赢取革命胜利，
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属于
我们自身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共产党宣言》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
钙，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反复学习，汲取营
养，不断厚植为民情怀。

在学深学透中思想对位。现实中，部
分党员干部以时间紧、工作忙、任务重为借
口，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及著作的学
习，有的甚至热衷于研读厚黑学、风水学，
不信马列信鬼神，致使信仰缺失、担当缺

位。党员干部要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就应
当坚持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要学深学透、常学常新、真学真悟，
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
时，要将岗位职责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自
觉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实现思
想对位。

在真抓真干中行动对标。马克思曾指
出：“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邓小平
也曾言：“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学习《共产党宣言》，关键还在于做，学得怎
么样，最终都是要靠实践和行动来验证。
党员干部一方面要跳出“以学代做”的怪
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将所学的马克
思主义原理，运用于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

还要有破除旧观念的精神和解放思想的勇
气，敢出实招、敢吃螃蟹，在深化改革、攻坚
扶贫、为民服务中奋发有为，既做理论家，
更做实干家。

在常思常想中厚植情怀。周总理不忘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情怀让人振奋，
而今日重温《共产党宣言》，就是要求共产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时期的党员
干部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仅要时刻保持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常思“为了谁、依靠
谁、我是谁”，更要带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学用经典、深入群众，使为民情怀
沉淀于血液里，融汇于行动中，永葆共产党
人的先进本色。

重温经典 厚植情怀
○ 李金龙

核心提要：4月23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重温《共产
党宣言》，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
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
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
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
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
方式出让嘉(告)字[2018]0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18〕03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竞买，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买
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
让人）。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
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
申请人可于2018年5月 4日至2018年 5 月 24 日16时前到嘉
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获
取拍卖文件。拍卖出让地块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
示，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
公司对本次拍卖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
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5月 4日至2018年 5 月 24 日16
时前到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
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8年5月 24 日16时整（以到账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和湖北德润古今
拍卖有限公司在2018年 5月 24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8年5月 25日
上午10时在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六楼会议室举行
拍卖会。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嘉鱼县迎宾大道32号国土局办公楼6038室
联系人：孔主任
联系电话：0715-6359068
（2）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9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27－82606673 15727151166
网址：www.hbdrgj.com.cn
2、银行账户
（一）竞买保证金
（1）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 户 银 行 ： 工 行 嘉 鱼 山 湖 支 行 账 号 ：

1818060119200006012
（2）开户单位：嘉鱼县财政局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湖北银行嘉鱼支行
账号：160700120100010066
（二）竞买准备金
开户单位：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青岛路支行
账号：127902336510303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
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地块
编号

嘉(告)字
[2018]03号

地块
位置

嘉鱼县鱼岳镇十景
铺村嘉鱼大道东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1376.30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 30%

绿地率

≥35%

出让
年限

70年

竞买
保证金（万元）

660

竞买
准备金（万元）

22

起拍价
（万元）

1320

何 学 光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42230119550101247943，特声明作废。

程敏遗失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小学教师），管理号：L0002017200159A，
批准文号：鄂职改办（2017）22号，特声明作
废。

聂耀煌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东港村
三 组 的 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书 编 号 ：
122203013013，占用面积182.80平方米，建
筑面积162.8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杜耀凤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雁塔一
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书编号：鄂土证字
（97）第183号，面积6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泉山
支行遗失咸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北
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一份（第二、三、四联），
票据号码：005775185，金额120元，特此声
明。

通山贤强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421224343468481，
特声明作废。

李子林遗失赤壁市小李日用百货店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2600180381，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北港镇沉山村小学遗失位于通
城县北港镇沉山村杨家大屋屋后的土地使
用 证 ，图 号 141612，地 号 141612065、
141612070 号，宅基地总面积 992.48 平方
米，其中建筑面积917.57平方米，特声明作
废。

邹祝君遗失霸州市第二医院开具的河
北 省 医 疗 住 院 收 费 票 据 一 张 ，号 码 ：
002895375，金额24238.04元，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敏豪同志:
根据通城县城市规划和管理执法局岗位设置方案(隽规城发

[2018]5号文件)，你被安排在城乡规划设计室工作，请于2018年5月
18 日前到我局报到上岗。如逾期不上岗，我局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予以处理。

通城县城市规划和管理执法局
2018年5月2日

上岗通知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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