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坚脱贫摘帽

南林桥镇召开反面现场会

强力攻坚脱贫摘帽
本报讯 通讯员陈国宁报道：“这次

脱贫攻坚考核排名滞后，我负有主要责
任，代表村两委班子向镇党委政府作出
深刻检讨。”5月8日，通山县南林桥镇南
林村党支部书记在全镇精准脱贫“春季
行动”反面现场会暨脱贫摘帽“攻坚月”
推进会上表态检讨。

当天在推进会上同时被通报问责的
还有驻南林村镇干部、镇直驻南林村单
位，镇纪委对今年脱贫攻坚期间干部缺
岗问题进行通报，先后组织专项督查活
动6次，通报镇直驻村工作队缺岗38人
次，驻村镇干部缺岗15人次，并按照相
关管理制度实施处罚。

“以反面现场会的形式，突出问题导

向，倒逼干部履责，严肃追责问责，有力
地促进了脱贫摘帽攻坚工作落实”。南
林桥镇党委书记焦汉雄说：“通过开展

‘春季行动’、‘扶贫攻坚月’等活动，实行
工作考核末位反面典型问责制，形成反
向约束追责问责高压态势。”

据介绍，5月份是南林桥镇脱贫摘
帽“攻坚月”。“攻坚月”期间，该镇成立督
办专班，深入开展查干部到岗在不在、
查结对帮扶真不真、查政策落实全不
全、查档案资料准不准、查工作作风实
不实等“五查”行动，5月底进行考核排
名，将对排名末位的村继续召开反面现
场会实施追责问责，确保脱贫摘帽工作
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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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局

“五四三”法提升服务质效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徐忠宽、姜萍报道：“我患有

严重肝病，为治病药费难，带着资料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
到县民政低保局，没想到该局领导热情接待，看完资料问
清情况后，及时与通羊镇民政联系，为我办理了患病救助
手续，该局服务态度好。”11日，通羊镇马槽桥社区陈某高
兴得逢人就说。

为提升服务质效，该局探索“五制度、四公开、三亮明”工
作模式，即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
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做到办事程序公开、办事依据公开、办事
时限公开、办事结果公开，窗口单位及工作人员提供服务时
要亮明身份、亮明承诺、亮明标准。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编制
了人社工作服务指南，进一步亮明了工作职责、办事流程和
服务要求，列出了服务事项清单，方便群众办事。

据了解，该局今年提升服务质效以来，局干部职工热
情接待群众来访1300余人，解决驻村点难题难事17件。

县中医院

送健康到驻点村
为纪念第107个国际护士节，5月10

日，通山县中医院组织医护工作者 100
余人，到驻点村杨芳林乡遂庄村开展精
准扶贫巡回医疗送健康志愿服务。

活动现场，该院将进村医护工作
者分为 8 个组，其中两个小组分别在
遂庄村文化广场、杨芳福利院开展义
诊活动，为300多村民和贫困人员进行
B 超检查，检测血糖、血压，现场对症
处理常见疾病，并免费发放价值七千
元的药品。

通讯员 徐燕飞 郑宗敬 摄

九宫山镇推进易地搬迁

让搬迁户住得更舒心

通山警方为高考生

开启办证绿色通道
本报讯 通讯员徐燕飞报道：2018年度高考即将临

近，针对部分参考学生没办证件、因居民身份证丢失、有效
期满和证件损坏，急需申领、补领、换领的实际情况，通山
县公安局于日前再次推出为高考学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
证绿色通道的便民服务举措，及时制发居民身份证，满足
高考考生用证需求。

自5月10日起，对于高考考生申领、丢失补领、损坏换
领居民身份证的情况，通山县公安机关户政（治安）部门第
一时间完成签发、抽检工作，公安户政（治安）部门收到证
件后当天通知当事人核验领取证件。同时，通过采取延长
工作时间、取消周末休息等措施，全力做好高考学生信息
采集、传输及证件制发等工作，确保考生及时领到身份证。

截至目前，通山县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通过绿色通
道共为306名考生办理了居民身份证，最大限度确保了考
生报名用证需求，受到了考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

县国税局银税互动

“贷”动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郭竞旸、黎怡婷报道:“真没想到用金

税盘开票也能帮我申请贷款，简单方便还快速，才几天贷
款就下来了。”通山从事工业生产的小微企业主阮先生这
样评价“发票贷”业务。

原来,阮先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在网上提交了“发票
贷”业务申请，一天就通过了审核，仅两个工作日后就获得
了60万元的银行贷款。据了解，通山县现已有四家企业成
功获得贷款，额度从15万至60万元不等，且有越来越多的
纳税人关注并前来咨询“发票贷”业务。

据悉，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开
展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号召，航信公司与浦发
银行、瀚华金控联合等金融机构联合推出了互联网融资产
品“发票贷”，以企业信用及纳税信息数据为核定基础，对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10万-100万元不等的小额贷
款。“发票贷”无抵押、免担保、无中介费用，企业只要满足
三个条件即可申请办理，一是近12个月开票总和达到100
万元，二是开票年限超过一年半，三是企业信用记录良好。

县林业局

启动森林资源普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吴琪报道：5月9日，通山县林业局召

开第五次森林资源普查启动暨培训会，正式启动全县第五
次森林资源普查工作。

本次普查属于每十年开展一次的全国第二类森林资
源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区划、调绘、核实林业用地和森林
地块的小班界限，调查各类林地面积，林地及非林地上的
森林、林木蓄积，各类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年龄结构。
通过普查摸清全县森林资源历经十年发展变化后的新家
底，准确真实地反映全县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结构
和生态发展成果。

为做好此次普查工作，通山县林业局抽调精干技术力
量，组建13个调查组和2个检查组，首先对来自全县各乡
镇基层林业站、林场的40多人开展为期5天的技术培训，
当天市林勘院等林业专家分别就内业区划、外业调查、电
脑操作、技术处理等进行了讲授。

据介绍，外业调查工作将在12月底前完成，涉及全县
12个乡镇及大幕山、北山、九宫山等国有林场，总面积360
多万亩。

县人大举办培训班

提高代表履职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阮姝报道：5月10至11日，县人大举

办十八届人大代表第三期培训班。县人大代表、县人大机
关干部和各乡镇人大工作人员241人参加学习。

培训班邀请了省人大内司委顾问孙少衡及市委党校
副校长黄卫东、市委党校办公室主任臧贺松分别讲解了
《宪法》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监督法》、《代表法》、总体国
家安全观等知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阮仕词与代表们分
享了“如何成为一名合格人大代表”的心得。

为期两天的培训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后圆满结束，参
加培训的人员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培训，政治理论水平和
法律知识水平有所提高，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将进一步
加强学习，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扎实履行代表职责，为开创
我县人大工作新局面努力奋斗。”

乡村劲吹清廉风
——黄沙铺镇积极推行“一谈两管三公开”工作法

通讯员 王能朗 陈洪安

“老张，又上访来了？”“还上啥啊，我
的宅基地问题早在村情民意恳谈会上解
决了。我这是为建鸡场贷款来了。”这是
日前发生在通山县黄沙铺镇政府的一
幕。黄沙铺镇积极创新农村党风廉政建
设机制，在全镇各村（居）推行“一谈两管
三公开”，为解决阻碍农村发展、损害农村
利益、干群关系不和谐等问题，探索出一
条新路子。

“一谈’——
让群众敝开心扉说话，解开心结

“我代表镇党委、政府，黄沙铺村‘两
委’，向大家反馈村干部作风、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和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提出的
43个问题，经归纳梳理为37条，已解决22
条，正在解决的有11条，暂时不具备解决
条件的有11条：具体情况如下……”黄沙
铺镇党委书记成理的开场白干脆利落。

“七一“建党节的头一天上午，在黄沙
铺村的会议室里，10多名镇村干部、30多

名党员和村民代表齐聚一堂，参加“村情
民意恳谈会。

“村情民意恳谈会”由镇党委负总责，
指派镇纪检和组织人事干部或包村（居）
镇干部定期每季一次组织群众代表与村
（居）干部，就群众关心的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社会稳定、村级财务收支、支农惠农
政策资金落实及农村基层干部作风等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几年来，该镇共召开“村情民意恳谈
会”240余场，解决农村财务、政务方面问
题730多个，化解信访苗头 95个，为群众
办好事实事59件，推动了农村基层各项
事业的健康发展。

“两管”——
扎紧钱袋子，看好家底子，管好印把子

所谓“两管”即对农村集体“三资”监管
和村（居）委员会印章监管。该镇于2013
年初就成立了农村集镇“三资”监管中心。
农村集镇资金全部纳入中心统一监管，农

村集镇资产资源的处置按照“村级党组织
提议、村“两委”班子会议、党员大会审议、
村民代表会（村民会议）村（居）决议，镇“三
资”管理中心备案的“四议一备案”程序进
行；村（居）委员会印章实行“一看三查”制
度，即看是否有印章登记，查有无审批人签
字、查签盖印章事由、办理事务结果。

为了避免农村党员干部在集镇资产、
资源处置和开发利用等方面的随意性，提
高农村集体“三资”使用的实效性和农村
党员干部遵守财经纪律的自觉性。该镇
对涉及农村“三资”和村委会印章违规违
纪的案件一查到底。近年来，该镇每年都
对各村（居）“三资”管理情况进行核查，查
处涉及农村集体“三资”违纪违规案件 3
起，3名村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整改
收回违规资金3万多元。

“三公开”——
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在黄沙铺镇，群众要了解村（居）每年

干了些什么事，花了多少钱，可以到村
（居）办公楼门口的“党务、政务、财务”公
开栏看个一清二楚。

该镇要求全镇15个村（居）每年必须
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目标、兴办
公共福利事务、土地征用和宅基地审批、
救灾救济款物发放、财务收支等具体政
务、财务等内容，定期在村（居）里的固定
公开栏上予以公布，同时通过广播、“明白
卡”，等形式进行公开。“三公开”实施以
来。全镇15个村（居）公开栏更新180多
块次，公开的项目与内容达1800多个。

冷水坪村曾经是该镇有名的矛盾较
多的疑难村，推行“一谈两管三公开”以
后，，村里的各项事务公开透明了。干群
之间消除了误解，工作形成合力。今年
初，该村经民主决策，成立了林果的种植
专业合作社，实行“按股分红，按产联酬”
的利益分配机制，使该村的林、粮、牧三大
产业逐步走向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道
路，群众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周冰清报
道：“老乡，你的房子如果还有问题，可
以随时联系我……”8日，在通山县九宫
山镇横石村，党委副书记袁德令带领工
作专班，在解决了贫困户谭成喜安置房
前的积水问题后，对其再三叮嘱。

据悉，2016年以来，该镇共建成18
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让240户、604
名贫困人员圆了新房梦。受天气和建
设进度影响，部分安置点出现了积水、
自来水未及时安装等现象，为了让贫困
户住得更安全舒适，该镇纵深推进易地
搬迁工程，让扶贫攻坚工作更精准。

该镇成立10个工作专班，由驻村干
部、住建、国土等部门对全镇18个安置

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实行现场办公，不
漏掉任何问题；实行每周一议工作制，
针对排查的问题，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同时，明确工作纪律，对问题隐瞒
不报的工作专班实行纪律处分。

通过集中式、地毯式排查，该镇已
发现、整理出道路未硬化、水电安装慢
等10余个问题。目前，按照“一户一策”
的思路，该镇已将整改思路实行挂图作
战，整改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之
中。

该镇党委书记张炳恩说：“我们将
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在5月底
之前，把所有问题解决好，让贫困户住
得安心舒心顺心。”

带头立家规 公开作承诺

通山三千多名女党员引领好家风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张勇、吴颖
报道：“上尊老、下爱幼，和邻里，亲家人”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踏踏实实干”“家和
万事兴……”近日，笔者走进通山县大畈
镇板桥村，干净优美的村庄里，每家每户
门前墙上都悬挂着自家的家规家训，女

党员家庭户的家训牌上还镶刻着党徽。
近年来，通山县妇女联合会综合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创新妇女工作模式，从党员的生活圈入
手，积极探索将家风建设纳入基层党建
工作。通过编制具有地方特色的女党员
家规家训教材，在全县范围内推动女党
员作承诺、立家规，以“好党员”引领“好
家风”促进“好社风”，加快建设通山“大
花园”。

“村民对立家规活动一开始有些犹
豫，觉得不好意思，又怕自己做不到会丢

人。”板桥村党支部书记刘鹤鸣说，后来当
家的女党员主动公开作承诺，带头树立家
规，并根据就近、就亲的原则通过1名女党
员联系8户非党员家庭的“1+8”模式发
动，现在每户人家都将自己的家规挂在了
门口中，以此督促自己，并教育子孙。”

如今的通山，清新的家风劲吹全县
216个村（社区）各家各户。在洪港镇西
坑村，省人大代表、党支部书记朱碧海将
族谱里的家规家训写进村规民约，并编
成山歌，让全村家家户户传唱。在传承
家风的村歌里，西坑村的村民找到了久

违的乡音乡愁，民心渐聚，民风日正，村
民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该村被评为全
国生态文明村。

据统计，自去年以来，通山县已有
3062名女党员家庭制定了家规家训。在
广大女党员引领下，全县已在窗口单位、
企业中设立“巾帼英模先锋岗”137个、

“党员先锋岗”160多个、“党员示范岗”
180多个、“党员责任岗”150多个，在服
务“最多跑一次”改革、精准扶贫、美化村
庄等工作中，充分发挥先锋表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