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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6月1～2日高空环流平直，阴天到多云，局部有短时小雨；3日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多云到晴天。具体预报如下：6月1日：阴天到多云，偏北风1～2级，17～26℃；6月2日：阴天到多云，偏北风1～2级，18～27℃；6月3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19～2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咸宁
本报讯 记者程慧报道：5

月31日下午，国务院安委会召
开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以下称
《规定》）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在咸宁分
会场组织集中收听收看。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先后由北京
市、广东省、辽宁省交流安全生
产工作经验做法，并对贯测落实
《规定》的相关要求做出部署。

贯彻落实《规定》电视电话
会议结束后，我市随即召开了全
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何开文指出，《规定》对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的主要安全生产

职责进行了明确界定，各级各部
门要迅速安排对接，坚持目标导
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认领责任
清单、任务清单，强化《规定》制
度措施的落实，加快营造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何开文强调，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关键在于抓好责任落实，各
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领会会议
精神，闻令即行，根据《规定》提
出的五种问责新举措，强化追
责，形成威慑；要强化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和整改力度，推行随机
抽查、重点核查，尤其面对汛期、
高温、假期等更加复杂的安全生
产形势，要强化重点领域监管，
按照主体主责要求，把安全生产
工作安排好、落实好。

我市收听收看

贯测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
生产责任制规定》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吴紫芬、
陈南阳报道：日前，咸安区向阳
湖镇积极行动，大力开展防汛
备汛检查工作，为应对即将到
来的汛期奠定了基础。

该镇采取机关干部、部门
负责人分村包段与村干部具体
负责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各村
防汛哨点，逐项核查防汛设施
的落实到位情况。同时，由镇
党委书记、镇长亲自带队，对熊
家湾等重点堤段徒步进行险情

大排查，确保防汛万无一失。
该镇以“阵地建设、器材装

备、防汛通道”检查为重点，包
括防汛标语、编织袋、棉絮、马
灯等指标的落实情况，并对核
查结果逐一登记、评分，作为防
汛备汛考评内容，增强干群防
汛备汛责任意识。

目前，该镇各村防汛责任
分工明确，备汛器材已全部落实
到位，全镇干群正以饱满的状态
迎接新一轮防汛工作的考验。

向阳湖镇

展开防汛备汛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马建国、
金坚强报道：连日来，赤壁市供
销社以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
宣教月活动为契机，强化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党风廉政
建设向纵深推进。

该市供销社严格按照工作
任务和责任清单，先后与各股
室和二级单位分别签订目标
责任书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各20余份。同时，以主题党
日活动为重要载体，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采取定

期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
合的办法，组织党员干部学习
党章党纪和政策法规，以及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观
看《贪欲的代价》、《迟到的悔
悟》等警示教育片，帮助广大
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道德防线。

截至目前，该市供销社先
后制作党风廉政建设大型宣传
画30余幅、大型展板20块、学
习专刊8期，党员干部撰写各类
学习心得体会90多篇。

赤壁供销社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去年6月，通山县在全省率先推行
村级权责清单试点工作，开展的以

“‘晒’权力清单、‘亮’权力家底”为重
点的村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不仅规
范了村级小微权力，方便了群众办事，
而且受到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察委主任王立山的批示肯定，被作为
防治基层权力腐败的重要制度机制在
全省推广。

“微腐”乱了“微权”

近两年，通山县在运用大数据对
精准扶贫政策和惠民政策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时发现，一些反映农村干
部和村务问题的信访案件居高不下，
该县在查处了一批滥用职权、违规违
纪的基层微腐败案件基础上，就如何
杜绝村权私化、从源头上解决小微权
力规范运行机制进行了探索。这正是
该县直面问题，推出“权责清单”制度
的重要背景。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该县
委常委、纪委书记刘海元说，无论是项
目资金还是低保户、贫困户评定，都要
由村“两委”干部经手落实，掌握好村
级组织这个环节，让干部手中的权力
不被滥用，就能把握住农村“微腐败”
防控的关键。

村级组织掌握着哪些权力呢？该
县纪委梳理后发现，大概有二、三十
项，如确定工程项目、认定贫困户、发
放土地征收和补偿款等。

于是，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该县

《关于农村“小微权力”规范运行意见
（试行）》方案出台，以及与之配套的
《村级小微权责清单30条》诞生了。随
着30条清单和村级事务办理案例，以

“口袋本”、漫画册、宣传横幅、墙体漫
画等方式，在全县交通主干道沿线、村
务公开栏，以及镇村中心广场等群众
聚集区域推出后，一个防治基层微腐
败的制度“笼子”正式扎起。

“清单”晒了“微权”

“村级重大事项‘五议五公开’流
程图上标示，涉及村集体和村利益的
多项重大事项,先由村党组织提议，再
由‘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并经过党员
大会审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后，留
足5天公示时间，无异议后再由村‘两
委’组织实施。”该县“村级权责清单”
制度推出后，率先在2个镇的所有村和
其他乡镇各一个村进行试点。

通羊镇黄金嘴村支书乐有用遇到
了一个难事：村里的路灯坏了。他及
时召集村干部商议。当时有村干部建
议，自己家的亲戚是包工程的，希望这
个小项目可以照顾自家人，既能解决
当务之急，又能卖个人情。

但乐有用觉得，这项提议明显不
符合规定，不同意。于是流言蜚语接
踵而来，说支书故意刁难，不通人情，
路灯工程还没落实，乐有用就承受了
不小的压力。最后，他将大家又召集
到一起，翻出“村级权责清单30条”，结
合村里的实际，将“五议五公开”的程

序详细叙述了一遍。最终决定将村里
的路灯工程交由一家有资质的公司承
建，实施方案和结果接受所有村民的
监督。

“是权责清单，让群众知道我们村
干部哪些行为符合规定，哪些行为不
符合规定。”乐有用深有感触地说，有
了村级权责清单30条为自己撑腰，难
题便迎刃而解。

“问责”严了“微权”

光有“权力清单”还不够，关键还
是要有相关的制度来确保“权责清单”
落地。该县将微权治理与扶贫攻坚大
决战相结合、与完善制度机制相结合，
强化“小微权力”监督，让责任掷地有
声。

今年2月，该县精准扶贫工作暗访
组深入洪港镇留咀村入户调查时发
现，该村贫困户识别不精准：上报的
2014年、2015年34户贫困户，既没有
通过村民代表投票评议，也没有进行
张榜公示；帮扶措施和帮扶效果存在
弄虚作假行为。于是，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支部委员、文书和镇
驻村干部、驻村精准扶贫工作组组长、
镇扶贫办主任等被一一追责问责，受
到不同程度的党纪处分。

统计显示，去年以来，该县通过强
化三级监督体系，先后纠正违规办理
村务58件次，责任追究村干部368人
次。其中，立案247件，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114人，组织处理136人。

“创新”活了“微权”

不弃微小，方成善政。
对于“村级权责清单30条”的前后

变化，村干部感受最为明显的就是，谁
也不能随意“拍脑袋”决定村级事务。

“以往村里招待客人，去村里的小
卖部拿烟、酒、水 、茶叶时，只要记账就
可以了，现在根本就无法报销。”黄金
嘴村支书乐有用说，因为30条里面没
有招待报销的规定。

对于村干部来说，“村级权责清单
30条”是一个时刻回响在耳畔的“紧箍
咒”，而对普通群众而言，“30条”就是
一本“明白账”。

“村里招标项目透明度提高了，群
众的支持率都蛮大，以往群众闹事的情
况再也没有了。”一位村民感慨地说，是

“30条”让事后追究变为全程监督。
统计显示，自“村级权责清单30

条”实施以来，该县涉及农村干部廉洁
自律方面的信访案件同比下降27%，
55 个试点村权力事项精减比例达
30%。不仅干群关系更趋融洽，农村社
会也更和谐稳定。

该县县委书记石玉华说：“‘30条’
之所以在全县能顺利推开，并取得良
好成效，缘于抓住了当前农村基层治
理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不受监督、
没有规范的问题本质。不仅规范了村
务办理流程，明晰了村权界限，更给村
权戴上‘紧箍咒’，方便了群众参与监
督，保障了村权在阳光下运行。”

从小怀揣悬壶济世梦想，如愿进
入大学医学专业学习的赤壁市陆水
湖双泉山村美丽女孩邓小星，正当梦
想一步步靠近时，不幸却从天而降
——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一
种医学上罕见的病症。

就在邓小星对未来失去信心、陷
入无助之时，社会各界的关爱一齐向
她汇聚，帮助她重燃生活的希望。

今年26岁的邓小星，是家中排行
最小的。在父母、邻居眼中，她一直
都是一个优秀的孩子。

“2015年到北京治疗后就开始一
直打激素，打完后还要吃激素。现在腿
一直都非常疼，上厕所也很困难，吃东西
难以下咽，一不小心就会被噎住。”5月
19日，邓小星向记者介绍自己的病情。

患病6年来，邓小星家人倾尽全

力带着她辗转全国各地寻医，家中早
已一贫如洗，债台高筑。

得知邓小星不幸遭遇的当天，赤
壁市妇联就组织“爱心妈妈”代表
——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智华、
省学雷锋标兵陈和安，一起为邓小星
送去药品，并详细了解其病情及家庭
生活情况。得知邓小星病情有所好
转时，胡智华鼓励她要乐观生活，积

极治疗，早日康复。
“病治好后，我也要成为一名志

愿者，回报他人和社会。”面对这么多
爱心人士的关心，邓小星激动地说。

随后，胡智华、陈和安一行来到
蒲纺一小为结对帮扶的学生送去慰
问金，并前往赤壁镇福利院慰问重病
患儿王棋，鼓励孩子们在校努力学
习，在家孝敬长辈。

“爱心妈妈”送温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王凤

伴随着动感的旋律，小小的篮
球，在一群幼儿手中或拍，或抛，或
转，或双拍，或对打，花样多彩，动
感十足。

5月 29日，咸安区实验幼儿园
1000名身着黄、蓝、白服装的的小蓝
球手，在该区车站小学操场上，拉开
了多彩球艺炫酷“非常六一”篮球嘉
年华活动序幕，让多彩的童年动起
来。

在《节日大狂欢》、《动感篮球》、
《篮球小明星》、《篮球拍拍拍》音乐声
中，一波孩子一首曲，个个球手靓眼
球。还通过《牙牙与泡泡》节目，教孩
子从小养成刷牙讲卫生的好习惯。
小蓝球手们表演的《美丽中国》节目，
更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演出中 ，
激发小朋友们的爱国情怀。

“骑大马，坐飞机，拍篮球，我跟
妈妈一起参加表演，可开心了。”小朋

友王嘉琳自豪地说，自己打篮球还得
过奖呢！

“陪孩子过六一，自己好像也回
到了童年。”一位叫张琼的年轻妈妈
开心地说。

“以篮球为载体，培养孩子协作
的团队精神，让孩子爱上篮球，爱上
体育。”该区实验幼儿园园长钱静告
诉记者，该园秉承“健康阳光、快乐自
信”的育人方针，坚持把篮球运动作

为幼儿园教学的亮点特色，并多次在
省、市幼儿篮球嘉年华城市联赛中夺
得冠军 。

鲜花舞动，掌声雷动，人群激
动。操场上，小朋友们激情飞扬，围
观的家长热情高涨，拍照、录视频，欢
呼声、赞美声不绝于耳。

随着3个多小时的活动落下帷
幕，被现场感染了的家长们，仍沉浸
欢乐的气氛中，久 久不愿离去。

“篮球宝贝”迎六一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李敏

环保手套
俏销市场

5月30日，嘉鱼县官桥镇工业园内，
湖北瑞合祥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员工正
在对工业防滑手套进行点珠操作。

该公司是生产工业用点珠防滑手
套、劳保手套、浸胶手套的专业企业，款
式达20多个，年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
今年前5个月销量已达1000多万双，产
品畅销港、台和欧美等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龙钰 李永忠 摄

扎紧制度的笼子
——通山县推行村级小微权责清单试点工作纪实

通讯员 华小雯 谭菁 徐磊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昨日，湖北讲习所（咸宁）第五
期林业讲习班开讲，来自各县
（市、区）林业局、国有林场、林
科所和科技推广中心的百余名
林业干部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我市林业专家杨
军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
咸宁湿地保护”为主题，从湿地
基本知识、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湿
地保护政策、湿地保护法律法规
规章、湿地保护管理体制和部门
职责、涉及湿地公园的行政审

批、有关湿地保护考核指标和加
强咸宁湿地保护等7个方面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为推进我
市生态文明建设“添柴加薪”。

近年来，我市湿地生态明
显改善，候鸟来咸越冬数量越
来越多，如豆雁、鸿雁、小天鹅
等，每次发现都达数千只。培
训班要求，要通过制定湿地保
护规划、加强重要湿地申报、强
化湿地保护执法等，不断加大
湿地保护力度，确保我市湿地
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我市举办林业讲习班

力促湿地保护落到实处

本报讯 记者甘青报道：
“投资人最关注的是盈利，盈利
的关键点是核心竞争力。”5月
30日，由省人社厅主办，省人才
服务局、市人社局承办的“创立
方”大学生创业服务基层行（咸
宁站）在光谷南·科技城举行，以
帮助我市大学生创业提供投融
资、创业辅导、资本对接等服务。

活动现场，来自光谷南·科
技城园区的湖北百盛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湖北时光场景科技
有限公司、一束激光咸宁科技

有限公司、咸宁方片互动网络
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分别
介绍了各自的企业品牌及创业
情况，并特邀投资人进行创投
点评和创投举牌，与大学生们
进行“投资人在想什么”的主题
分享。

自2015年以来，省人才服
务局围绕创业一台路演、一堂
课、一项计划、一件赛事、一套电
影等“五个一”活动，积极开展创
业服务工作，着力打造“创立方”
大学生创业公共服务品牌。

全省“创立方”服务基层行走进咸宁

助力大学生创业就业

（上接第一版）
照金镇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

心。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到照金考察，看望慰问老区干部
群众。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曾是一所完全小学，2008年教育布局调整
中只保留了一至三年级，今年9月将恢复为完全小学。近日，该校二
年级和三年级的51名小学生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学习革命历史
的体会和学校发展变化的情况，表达了感恩奋进、早日成才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