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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

6月5日晚上，崇阳县铜钟乡坳上
村二组村民刘治明家的院子里，传出
阵阵欢声笑语，该乡党委政府一班人
把党员、贫苦户、村民聚集在一起，伴
着夜色和蝉鸣，细致地讲解精准扶贫
政策，耐心地倾听民情民意，真诚地解
决实际问题，正式拉开了该乡“湾子夜
话精准扶贫”活动的序幕。

“请大家来，主要是想把精准扶贫
政策里大家有疑问的地方讲通讲透，
然后和大家聊聊在美丽乡村建设推进
过程中乡政府的规划，听听大家在生
产生活中还有哪些难题。”该乡乡长宋
世峰开门见山的一番话，瞬间拉近了
大家的距离。

随后，该乡分管负责人就精准扶
贫政策、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垃圾清
运、“厕所革命”推进等工作进行了宣
讲，深入浅出地分享了扶贫、医疗、教
育方面的惠民政策，以及城乡一体化
的发展态势。现场热情高涨，大家听
得津津有味。

有村民发出疑问，为何贫困户在
医院看病报销过程中存在不同比例？

台上宣讲同志立即解疑答惑：“大
家在看病过程中，由于自身或者疾病
轻重情况，选择的医院不尽相同，报销
比例是随着乡、县、市、省各级医院分
级下降，一直在同一级医院诊疗是不
会存在差异的。”

又有村民提问：“我们家两块砖垒
的厕所用了很多年，几辈子都这样过
来了，为什么要推进‘厕所革命’？”

“首先，我想问您，您城里的孙子
们愿意上这种厕所吗？”

“不愿意！”

“不愿意就对了。据统计，旱厕不
卫生、污染水，无害化厕所可以让儿童
腹泻减少36%、水污染减少36%、臭味
浓度减少80%。其次，厕所不乱搭乱
建，污水不到处横流，村庄环境卫生越
来越好，来坳上旅游的客人也越来越
多，对我们发展乡村振兴该是多大一
笔助力，何况现在政府补贴将近1300
元帮大家添置改造设备，说句笑话，厕
所改造好，孩子们回来越来越早！”

不知不觉，2个多小时过去了，台
上讲得激情洋溢，台下不时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
活动结束后，党员沈佳甫坦言，通

过今晚政策的解读和当前的蓝图规
划，全村老老少少在思想上有很大的
变化，这个夜话话得值！

“乡亲们忙完一天闲下来，在房前
屋后坐成一堆，这时候聊天更容易跟
你‘掏心窝’。”在该乡党委书记杜兵看

来，湾子夜话有着特殊优势，同时在跟
群众“话家常”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才是最大的收获。“我们计划在每周二
的晚上，每个村同步选一个湾子开展
夜话活动，由乡驻村干部、驻村工作
队、村干部一起来组织，最终实现全乡
全覆盖，把活动打造成听民声、解民
忧、惠民生的品牌工程。”

夜话精准扶贫

（上接第一版）
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根

据新时代农村发展实际，积极探索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社会有效
治理模式，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加快补齐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短板，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
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
务均等化，实现各种资源的统筹共享。

要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进
一步压紧压实扶贫责任，把工作做精、
做细、做实、做到位。

丁小强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坚
决肩负起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健全党委全

面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
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
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要坚持规划先行，乡村振兴是一
个全方位的振兴工程，需要全面把握、
统筹谋划，做到规划先行，防止出现一
哄而上、急于求成的情况，做到谋定而
后动。

要坚持协同发力，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发挥市场作用，做到政府、社会、
市场协同发力。

要坚持示范带动，坚持试点先行
策略，选择有产业特色、环境基础、交
通便捷、辐射作用大的村庄先行试点，
打造一批乡村振兴样板，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副市长汪
凡非，市政协副主席尤晋参加考察或
出席推进会。

会议通报了2017年度“三农”考核
暨驻村工作年度考核结果，崇阳县、通
城县和嘉鱼县潘家湾镇作了典型发言。

崇阳县委书记杭莺介绍，近年来，
崇阳县坚定不移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和关键支撑，把

“三乡工程”作为产业振兴的有力抓手
和根本途径，坚持项目化思维，确保商
机看得见；打造一体化城乡，确保资本
下得来；完善系列化政策，确保杠杆撬
得动；采取多赢化策略，确保障碍除得

了；强化保姆化服务，确保实体干得
好，稳步促进农业转型、农民增收和农
村发展，描绘崇阳新时代“三农”工作
崭新篇章。

杭莺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东风，
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湖北的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积极
探索崇阳县乡村振兴“一条路+，活跃
一边天；一个人+，带出一批富；一份
权+，变成一盆金；一幅画+，炒热一方
土；一面旗+，振兴一个村”的“5+”模
式，稳步推进崇阳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早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为全市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交出一
份满意答卷！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汪国文、
通讯员陈熙东、刘治国报道：为维护
全县客运市场秩序和客运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着力营造安全、有序
的道路运输环境，近日，崇阳县交
通执法大队联合县交通运管局、县
旅游出租车公司等单位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旨在打击非法
营运，规范客运市场秩序。执法
人员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利用
报刊、广播、微信、网站等新闻媒
体，大力宣传打击非法营运的有
关政策，非法营运的危害，执法人
员还向乘客及过往群众宣传乘坐
非法营运载客车辆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带来的隐患，提醒大
家要自觉抵制非法营运载客车

辆。一方面加大执法力度，采取
路面巡查和定点监控的方式，全
天候蹲守于车站、医院、学校等人
流量大、人员密集地，严格监控

“黑的”从事非法营运。同时，在
多个地方设置检查点，全面打击
非法营运车。

专项整治中，县交通联合执
法人员改变了以往单一罚款的
执法模式，对首次非法营运的“黑
的”，突出教育为主；对于多次非
法营运的车辆，实行罚教并重；对
不配合、甚至暴力抗法的非法营
运车司机，给予最严厉处罚并移
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处罚。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
共押扣非法营运车辆40余台，教
育放行52台次，处罚30台次。

崇阳重拳整治城区“黑的”

昆明市劳安劳动保护用品
厂崇阳分厂不慎遗失崇阳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6月3日
登记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号
码：422325000029333，特此声
明作废。

崇阳县第二小学南校区后
勤服务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壹 本 ，注 册 号 ：
422325000014864（1—1），特此
声明作废。

刘永康不慎遗失湖北省行
政 执 法 证 一 本 ，证 件 编 号 ：

Z110628059。特此声明作废。
王国宗不慎遗失湖北省行

政 执 法 证 一 本 ，证 件 编 号 ：
Z110628077。特此声明作废。

人保财险于2018年1月15
日不慎遗失崇阳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鄂LW3220车辆开具保险
增值税普通发票 2 联，发票代
码为 4200164320，发票号码为
27944697； 发 票 代 码 为
4200164320，发 票 号 码 为
27944698，特此声明作废。

2018年6月11日

遗失声明

根据农函[2009]236 号、鄂
农机总监发[2011]46 号、鄂农
发[2016]4号等文件精神，为了
进一步加强变型拖拉机道理交
通安全监理工作，现将连续两
年以上未按规定参加检验的变
型拖拉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注销其行驶证及号牌，注
销号牌如下：

鄂12/40001—鄂12/40029
鄂12/40031—鄂12/40077
鄂12/40079—鄂12/40163
鄂12/40166—鄂12/40180
鄂12/40182—鄂12/40255
鄂12/40257—鄂12/40267

鄂12/40269—鄂12/40278
鄂12/40280 鄂12/40291
鄂12/40297 鄂12/40305
鄂12/40310 鄂12/40311
鄂12/40337 鄂12/40366
鄂12/40373 鄂12/40386
鄂12/40387 鄂12/40391
鄂12/40410 鄂12/40416
鄂12/40422 鄂12/40432
鄂12/40435 鄂12/40437
鄂12/40489 鄂12/40510
鄂12/40515 鄂12/40651
鄂12/40695
崇阳县农机安全监理站

2018年6月6日

关于注销变型拖拉机号牌的公告

崇阳县创富生态农业技术
推 广 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422325NA000375X)，地 址: 崇
阳县天城镇沿河大道 568 号。
法人代表:段勇进，注册资本:二
百万元。经合作社全体社员决

议，本社决议解散，现拟向合作
社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崇阳县创富生态农业技术

推广专业合作社
2018年6月11日

注销公告

坳上夜话暖人心
特约记者 陶然

本报讯 特约记者沈忱、程艳、功
频报道：“我老娘托养在这么舒适的地
方，做儿女的非常放心，春晖庄园周到

的服务也非常满意！”说这话的人是崇
阳县路口镇高田村定居深圳的石浩。
近日，他与妹妹石望霞专程来到位于

青山镇南林村的春晖生态养老庄园，
探望93岁的老母亲，并向负责人巴叶
表示衷心致谢。

巴叶何许人也？她是一个年轻有
爱心且育有2个孩子的母亲，家住肖
岭乡霞星村。自2016年创建养老庄
园以来，几乎天天住在这里，既当管理
员，又当服务员，更当护理员，为庄园
的发展倾心沥血。因为她善于关心老
人们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安抚老人
们思想情绪的变化，关照老人们病情
变化，使一些半身不遂、无人照料的老
人甚至孤寡贫困户也托养在这个大家
庭里，她把每位老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让老人们有归宿感，让家属们更能安
心工作。因这里风景秀美，众多泉水
汇流成溪，百亩鱼塘碧波荡漾，空气清
新，鸟语花香，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这里的老人们在颐养天年之时相互帮
忙，其景融融，其乐陶陶，安享晚年之
欢。

据了解，春晖山庄以“春有花，夏
有荫，秋有景，冬有青”为目标，一直致
力于园林绿化、生态农业的综合开发
建设，种植有机无公害蔬菜，养殖绿色
家禽，大力发展农家乐，提供餐饮、休
闲、娱乐、住宿一站式服务。

新建的春晖养老庄园，将着
力改善内外环境，实行医养结合，占地
20余亩，预计接待老人100多名，配套
建成近百张床位的乙级综合医院。

“这里田园环境好，空气新鲜，出
行方便，还有专门的疗养服务，特别适
合老年人养老。估计等我老了也要住
到这里来！”县老年大学组织200多人
前来参观时，一位年轻工作人员羨慕
地说。

崇阳春晖庄园

老人颐养天年的乐园

巴叶照顾老人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通讯员
廖瑜报道：崇阳县按照产业、文化、旅
游“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融合
发展的要求，依托本地生态资源优势，

“三个坚持”力推特色小镇培育发展，
促进有效投资，带动县域经济增长。

坚持规划先行，绘好“一张图”。
把编制规划作为“硬杠杠”，作为引
领建设发展的“作战图”，协调规划
评审了 15 个拟建特色小镇。2018

年投资5600万元建设茅井村基础设
施，投资5000万元建设地埋式垃圾
中站站 6座、11个乡镇 10T-60T垃
圾转运站，垃圾车辆、垃圾桶及废物
箱，投资 3亿元建设 11个乡镇污水
处理厂。

坚持人文融合，扛好“一面旗”。
在彰显优秀文化方面，注重以山水为
形，以本土文化为根，加强传统村落保
护，着重挖掘各乡镇的潜在价值，如铜

钟的铜鼓文化、民间文化、廉政文化；
白霓的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农耕文
化；青山的生态文化、自然文化等地方
特色，赋予精、气、神，铸造小镇灵魂，
形成独特的文化标识，与产业融合发
展。

坚持建管结合，织好“一张网”。
通过建立机构、延伸管理、全域覆盖，
成立“规划建设综合管理办公室”，选
调11名业务骨干任规建办负责人，履

行村镇规划建设管理职责，通过优化
精简村镇建设审批程序，实行村镇建
房审批“一表制”，实现了规划建设管
理水平大提升，为特色小镇创建当好

“监督员”、“服务员”。
该县住建局主要负责人孙文甫告

诉记者，截至目前，天城镇茅井村养生
小镇、金塘镇畈上村柃蜜小镇、铜钟乡
大岭村西庭樱花小镇被评为市级特色
小镇。

绘好“一张图” 扛好“一面旗” 织好“一张网”

崇阳强力推进特色小镇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李天龙报道：
近期，崇阳县司法局立足县情，以
全县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
教育月活动为契机，突出“三个结
合”，落实普法工作规划，强化廉
政法治宣传措施，切实提升党风
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宣传质效。

点面结合强覆盖。采用广播
宣传和发放张贴彩画宣传的形
式，深入全县各个角落，宣传《宪
法》、《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在人
口集中处“摆摊子”，摆放宣传展
板，解答法律疑难。半年来，印发
《宪法》、《监察法》宣传彩图8万
余张，宣传手册3万本，摆摊设点
400多个，开办各类培训班6期，
实现了廉政法规宣传教育全覆
盖、无遗漏。

新旧结合提质效。在“普法
崇阳”微信、“法治崇阳”网站、“法
治崇阳”QQ群，开展廉政知识测
试问答抢红包活动，在县电视台
举办《宪法》、《监察法》知识大赛，

有效提升公民廉政知识的参与
率、知晓率。村村刷写普法宣传
标语，送法律服务卡、法律书籍、
法律宣传资料上门宣传，副科以
上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做到了人
手有《宪法》、《监察法》单行本。
新旧结合，在全县形成了多角度、
多层次、多方位的廉政建设宣传
体系。

长短结合保常态。坚持廉政
阵地建设长期规划，继续办好“以
案释法”栏目。落实崇阳廉政法
治文化公园辐射效应，以廉政法
治文化公园为主阵地，在城区建
设廉政法治文化一条街，廉政法
治文化长廊128条，在城乡打造
廉政法治文化示范村（社区）31
个。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法律
颁布日、重大纪念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集中进行廉政法治宣传教
育和社会普及，破解了廉政宣传

“突击式”、“一阵风”的瓶颈，真正
成为“永久牌”、“常态化”。

崇阳县司法局

“三个结合”提升廉教质效

湖北省“厕所革命”知识问答（四）
问：国家、部门和省里有哪些

技术标准？
答：目前，国家、部门和省里及

行业技术标准出台的有以下标准：
1、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14-2016
2、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GB/T17217-1998
3、农村户厕卫生规范
GB19379-2012
4、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7959-2012
5、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

分与评定
GB/T18973-2016

6、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

CJ343-2010
7、免水冲卫生厕所
GB/T18092-2008
问：省“厕所革命”工程建设

台账如何建立？
答：省“厕所革命”工程建设

指挥部办公室建立湖北省农户
“厕所革命”台账、湖北省农村公
厕“厕所革命”台账、湖北省乡镇
公厕“厕所革命”台账、湖北省城
市公厕“厕所革命”台账、湖北省
交通“厕所革命”台账、湖北省旅
游“厕所革命”台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