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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志远、通讯员刘诗报
道：5月7日至8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任王玲在崇阳调研时强调，要深刻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湖北期间重要指示精神，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在精准灭荒、精准脱贫、厕
所革命等工作上持续发力，切实推动各项事业再
上新台阶。

路口镇桥边村菖蒲坑阔叶混交林基地面积
12000亩，2018年3月完成造林，精准灭荒的经济
效益凸显。王玲一行登上基地主峰，详细了解栽植
树种、管护机制、年度规划等情况，希望突出造林质
量，突出机制创新，突出栽后管护，凝聚推进精准灭
荒的强大合力，推动精准灭荒工作落到实处。

在白霓镇大市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王玲和
全国人大代表程桔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人大代表
意见建议落实情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强化责任担当。随
后，王玲实地察看了改厕施工现场，指出厕所革
命就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在高枧乡老胡洞村，王玲与张阳武、王四平
等贫困户拉家常，并嘱咐乡、村干部积极开展产
业培训，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养蜂、药材种植、楠竹
深加工等产业，充分利用能人帮扶带动效应，引
领群众脱贫致富。

座谈会上，王玲听取了咸宁市政府和崇阳县
委的工作汇报，对咸宁市及崇阳县“聚力脱贫攻
坚，人大代表在行动”、精准脱贫、厕所革命、精准
灭荒等工作予以肯定。

王玲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长江经
济带发展重要战略思想和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
想，以“四个切实”为统领，坚持提升产业体系质
量，坚持自主创新，坚持绿色发展，切实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湖北各项事业再
上新台阶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

王玲要求，精准扶贫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结合起来，保护生态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要进
一步增强干部群众的信心，开展经验交流，分享
帮扶成效，提振干部群众帮扶脱贫的精气神。要
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
合，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力度，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要不断提升脱贫质量和成效，确
保脱贫户稳定脱贫。要加大产业发展力度，补齐
短板，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大做强产业链。

王玲强调，要统筹兼顾做好精准灭荒和厕所
革命工作。要将精准灭荒与乡村振兴、全域旅游
和精准扶贫相结合，突出经济效益和景观效益，
将栽种与封山育林相结合，优化管护机制。厕所
革命关键在革命，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加
强宣传报道，做实基础工作，推动崇阳厕所革命
作表率、走前列、出经验。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志远报道：
5月10日，崇阳县基层党建“整县推
进、整乡提升”现场推进会在天城镇茅
井村召开。县委书记杭莺、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张志才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政府办驻茅井村第一书记，
天城镇、青山镇负责人分别就党建促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做典型发言。

杭莺指出，2017年，崇阳被确定为
全省基层党建“整县推进”试点县，全
县上下不等不靠，务实重行，主岗担当

主责，试点搞出亮点，虚功做成实功，
崇阳经验、崇阳样板在全市全省推广。

杭莺强调，基层党建工作要坚持
示范导向，把党建促扶贫攻坚的生动
实践复制推广，各级各部门要向示范
学习，向先进学习。要坚持问题导向，
清障前行，要彻底解决在基层党建工
作中存在的思想麻木、工作不作为，能
力低下、工作不会为，督导不够、工作
不全面等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要
统筹谋划，把党建工作与精准扶贫工

作、乡村振兴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形
成党建统领精准扶贫、党建统领乡村
振兴、党建统领项目建设的统领态势；
要统筹示范，继续打造示范点，串点成
线，集中成片，真正达到建好一个，带
动一片，致富一方的党建示范成效；要
统筹全面，有整体思维、整体布局、整
体联动，全地域、全领域、全要素抓，从
而达到全面提升，全面过硬。要坚持
问题导向，做好“六个一”工程。

张志才在讲话中对崇阳县积极

破解基层党建工作难题，大力推动党
建工作创新，党建工作亮点纷呈，为
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坚
强组织保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
肯定。希望崇阳县进一步积极探索
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新思
路新举措，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县领导毛崇谋、何志强，省市在崇第
一书记，各乡镇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各党
工委书记，各相关村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杭莺在全县基层党建现场推进会上要求

整体联动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汪国文、通
讯员程钊报道：5月10日，市级离
退休干部一行到崇阳县调研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先后实地考察了
金塘镇畈上村柃蜜小镇，铜钟乡
大岭村、青山森旺基地、兴民钢圈
厂。

上午，市级离退休干部一行在
县委书记杭莺的引导下，在柃蜜
小镇参观了景区建设情况，听取
企业负责人汇报。他们在该景区
动物园饶有兴致地观赏珍禽萌
兽，在玫瑰花海赏视觉盛宴，对该
县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全域
旅游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下午，市级离退休干部一行在
县长郑俊华的引导下，到该县铜
钟乡大岭村参观了易地扶贫安置
点、精品酒店、乡村民宿等，感受
大岭村脱贫出列后的新时代美好
乡村生活。该村依托野樱和良好

的山水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成功举办了崇阳白崖山首届越野
跑挑战赛，首届龙泉山樱花月活
动，还被评为湖北省旅游名村，绿
色示范乡村，省级文明乡村，市基
层党组织十面红旗。

在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
老干部一行参观了乘用车轮生产
线，国家级先进的车轮实验室和
产品展示区，对该企业安置就业、
精准扶贫工作和助推县域经济发
展给予肯定。

老干部们希望崇阳县继续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动
摇，将绿色作为崇阳的底色和本
色传承下去，在坚持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借新时代东风，以博大
的胸怀、昂扬的姿态、自信的步
伐，走上绿色发展的康庄大道。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何志强
参加活动。

市级离退休干部

盛赞崇阳新变化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志远报
道：5月11日，崇阳县召开第二季
度经济形势分析调度暨项目推进
工作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郑俊
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对照
目标追进度、破解难题补短板、加
强调度抓落实，快干、实干、巧干，
推动各项经济指标顺利实现“双
过半”。

会议通报了全县元至4月份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和项目建
设进展情况，听取了各乡镇、各相
关部门主要经济指标二季度预测
完成情况和项目建设推进情况汇
报。

郑俊华强调，全县上下要准确
分析形势，全面对标“三抓一优”，
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切实解决产

业转型升级不快、固定资产投入
不足、驾驭发展能力不强问题。
要聚精会神抓招商、坚定不移抓
项目、久久为功优服务，积极开展
招商引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
破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要
对照目标，全力追赶进度，破解难
题，全力补短板。要细化责任，做
到责任主体、工作指标、支撑依
托、完成时限明确，加强督查通报
力度，让各乡镇各部门抓经济抓
发展的弦绷起来，紧起来。要保
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快干、实干、巧干，
努力把各项工作真正落实到实
处，推进推动各项经济指标顺利
实现“双过半”，为圆满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快干实干巧干

崇阳努力实现“双过半”

近日，崇阳县举办的“五·四”青
年节座谈会上，许多从外回崇工作的
优秀青年谈及家乡近几年城市面貌
变化，尤其是街道卫生时，给予一致
的肯定。这说明崇阳县在创建省级
卫生县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近年来，崇阳县在精准扶贫、幕
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乡村振兴等政
策机遇的带动下，全县城乡建设、城
乡居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生态环
境优势带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让崇
阳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日俱增。

今年，崇阳省级卫生县城将接受
由省爱卫会组织的专家组复查验收。
这是对全县城市管理、城市形象、城市
环境的一次综合检阅，也是对全县干
群工作能力的一次综合考验。

我们要抓住本次创建省级卫生县
城机会，做好相关迎检工作，补齐卫
生问题短板，全面改善崇阳县城市环
境、城市面貌，向省考评组和全县人
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交出一份满意的迎检答卷，需要
相关责任单位把行动和思想统一到

县委、县政府关于全县省级卫生县城
复查工作部署安排上来，切实履行工
作职责，以敢抓敢改、真抓真改、严抓
立改的工作作风，对街道卫生、交通
秩序、广告牌设、经营秩序等进行大
检查大整改。

全县广大市民是本次创建活动的
主人翁、保洁员、监督者。要以一种

“崇阳是我家”的情怀主动参与到省级
卫生县城创建中，从不乱丢垃圾、不随
地吐痰、不践踏绿化草坪等小事做起，
从主动捡拾地上垃圾、劝导别人爱卫

生等小事学起，养成讲文明、爱卫生的
好习惯，以点滴行动为崇阳添美。

山青水秀白云轻，街净楼齐悦人
心。一份舒适、一份美丽、一份安静
就在眼前，打赢省级创卫复查迎检攻
坚战，崇阳势在必得！

打赢省级创卫复查攻坚战
○ 吴荣

“四点半”学校
成为孩子快乐大本营

在铜钟乡坳上村村委会有这么一所特殊的
学校——“四点半”学校 ，每天下午四点半，从
佛岭小学放学的孩子们都会相约来到此处，或
读书写作业，或打篮球做游戏……已成为村留
守儿童的“快乐大本营”。

该村支部书记沈亚东介绍，孩子们在“四

点半”学校自由的学习和游玩，村干部帮忙看管
和辅导，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开心，村干部也安
心。

图为孩子们学习和围观手机看新闻时的开
心笑容。

特约记者 汪淑琴 霍世祥 摄

随机挑选乡镇，不预设路线……
11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丁小强深入崇阳县肖岭乡调研督导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工作。
县委书记杭莺参加调研。

肖岭乡白马村村民金刚因病致
贫，但他和妻子吴小燕凭借勤劳、依靠
科技，大力发展家庭生猪养殖，今年将
脱贫。丁小强走进他家中，询问家庭
情况、医疗费用和生猪市场销售情况，
勉励他们一家人坚定信心，积极面对
生活。

肖岭村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丁小
强察看了村容村貌，指出要进一步加
强村居环境整治，规范农村房屋建设，

开展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在霞星村卫生室，丁小强询问了

村民看病就医和村医收入情况，叮嘱
要建立健全乡村卫生服务体系，让群
众享受规范科学健康的医疗服务。

霞星村青竹工艺公司生产制作
的灯笼、扇子出口东南亚，订单不断。
丁小强走进公司生产车间、产品展示
间，了解制作工艺流程，询问出口销售
额，希望企业加强安全生产，通过着眼
于制作旅游产品，进一步打开市场，带
动更多村民家门口就业，为地方经济
发展作出贡献。

在台山村和泉陂村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丁小强要求，要坚持科学规划，
积极整合资源，学习铜钟乡坳上村等

地成功经验，让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真
正成为党组织联系广大党员、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

在泉陂村村委会前的广场上，丁
小强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经济发展、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境治理等方
面，集思广益，一起为肖岭乡发展把脉
问诊。他要求肖岭乡党委、政府针对
存在的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人、措施和
时限，确保整改实效。

丁小强强调，肖岭乡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夯实推动
发展的强大动力，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要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守好发展底线。要突出打好脱贫
攻坚战，在落实六个精准上下功夫，确
保脱贫攻坚实效。要强力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形成发展亮点。要按照乡村
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体
要求，积极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要抓好规划管控，补
齐安全饮水、道路、水利等短板。要全
面从严管党治党，为发展提供坚强的
政治保证。乡党委班子要以上率下、
做好示范，旗帜鲜明加强作风建设，守
规矩讲纪律，苦干实干加油干，实现发
展大变样。

苦干实干加油干
——丁小强赴肖岭乡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