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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县金塘镇界上村是全县有
名的省际边界口子村，位置偏僻条件
差，是崇阳县34个非贫困重点村。
今年3月初，崇阳广电网络公司纪检
监察室主任陈国光被组织选派到该
村任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陌生的环
境，全新的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
到村近四个多月来，他进村组、入农
家、讲政策、访民情、问民苦、解民难,
虽然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不少热心的
帮扶故事。

书记扫马路
进村第一天，陈国光看到街头

巷尾、房前屋后的垃圾，尤其伴省道
的两边污水横流，到处都是脏乱的现
状，心里很不愉快，也下定了要做好
环境治理的决心。将全村垃圾治理
环境整治方案提交村两委，会议通过

后，他带头拿起铁锹扫帚走上了街
头，一连三天带领村干部铲垃圾、清
水沟、扫马路、除杂草、拆除焚烧池、
聘请保洁员、购置垃圾桶、制订责任
制，一系列的动作，村民们齐心点赞，
尤其是那扫马路的形象大家赞为扫
马路的书记。

村里的环境面貌也发现了很大
的变化，街边整洁，空气清新，群众的
评议由怨声载道变为交口称赞，镇党
委书记曾岳林在会上针对界上垃圾
治理说，再难的工作只要认真去做一
定有成效。

报案也是帮扶
4月 25日下午，正在入户的陈

书记突然接到七组贫困户叶东侯
电话，说不小心做工从高处摔下伤
了右腿不知去哪里医疗。陈国光

马上查找叶东侯的帮扶责任人并
了解了叶东侯的伤情后，迅速安排
帮扶人公司物流部主任杜高明帮
助叶东侯入住县中医院治疗。随
后给镇扶贫办陈立主任打电话，询
问叶东侯相关的医疗扶贫政策，得
知叶东侯在医疗报销范围之后还
可以补充医疗报销(即商业保险)
后，立即告知叶东侯。叶东侯不明
就理说，我是自己摔伤的怎么报
案？陈国光耐心告诉他，报案是向
保险公司报案，可以得到相应的赔
付，这是贫困户可以享受的健康扶
贫政策。叶东侯明白后当即打通
了3397370报案电话，保险公司为
他办理了小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相关手续。事后叶东侯动情地对
陈国光说：陈书记，谢谢你！你报
案都是帮我啊！

微信助销土鸡蛋
界上村山多田少，养鸡、牛、猪、

羊有便利条件，村民习惯把鸡猪放在
山上野外觅食，这样的鸡蛋是纯正的
土鸡蛋。但与县城相距70公里，距
金塘集镇也有十几公里，山高路远，
很不方便。陈书记在入户调查的过
程中，了解到贫困户这些苦恼后，上
门联系好后在朋友圈、工作群发微
信，很快得到响应，几天之内有三十
多位朋友和同事与他联系要土鸡、土
鸡蛋等农家特产，仅数日就帮村民们
销售腊肉近百斤，鸡蛋、鸭蛋近千个。

一件件惠民利民的实事温暖民
心。陈书记把村当成自己的家，把村
民当成自己的亲人，走村进巷，扎实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想百姓所想，急
百姓所急，不遗余力为乡亲解决实际
困难，真诚俯身精准扶贫。

边界村来了位扶贫书记
特约记者 沈二民 通讯员 廖苏娜 刘敏

“乡亲们，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
题，今天晚上坐在一起，大家可以都
说说”。7月4日晚，这是崇阳县司法
局局长魏勇军在驻点村大坪村王角
岭群众活动中心与群众交谈时的开
场白。

考虑到群众白天忙于农活夜晚空
闲的特点，该局驻村干部与村干部一
起，以“夜讲政策、夜谈普法、夜访民情”
三项为主要举措，开展夜访夜谈扶贫活
动。

夜讲政策
夜晚，在场地纳凉的百姓群众

多，也是宣讲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的
好时机。“老乡，这个健康扶贫政策对
于贫困户都是‘先诊疗，后结算’，推
行精准扶贫医疗救助绿色通道，就是
方便贫困老百姓。”局帮扶干部对来
询问的贫困户对象详细解释道。弄
明白了后，老百姓笑着答谢道：“感谢
司法局的干部，以前总感觉那些扶贫
政策读不懂，这样简短通俗地讲解，
非常明了”。

夜谈普法
既要熟知政策，也要增强法律

意识。根据司法局的职能职责，结

合村里的实际，该局帮扶干部向在
场的农户百姓发放精心印制的普
法宣传单。并针对村情实际，专门
印发了《村（居）民法律知识手册》，
内容涵盖“劳动合同、工资工时、社
会保险、工伤保险、职业病、妇女儿
童权益、老年人权益、残疾人权益、
民族宗教法律法规政策、信访法律
知识、精准扶贫基本知识”。手册
图文并茂，以漫画手法体现，大人
小孩翻看起来津津有味。

夜访民情
在“夜访”中，如围炉夜话一

样，该局帮扶干部与农户百姓围坐
在场地上。由村干部开了个头，局
长魏勇军笑道：“今天晚上就是坐
在一起聊聊家常，大家有什么想
反映的，都可以说，能当场解决的
就当场解决，按政策规定来”。村
民也就不再那么拘谨了，打开了
话篓子。有的提到隔壁村经常倒
垃圾到村子的一处山坡上，现在
天气炎热，蚊蝇纷飞。魏局长一
边听一边记好群众反映的情况，
一边结合当前的政策规定一一进
行解答，群众都得到了满意的答
复。

访民情 连民心
——崇阳县司法局开展夜访夜谈扶贫活动侧记

通讯员 甘丁晶

本报讯 通讯员杨椰、揭出、特
约记者汪国文报道：近年来，崇阳县
青山镇党委、政府将综治维稳工作
牢牢抓在手中，全面规划和安排部
署，制定落实具体的措施，建立健全
的责任体系、防控体系、协同工作体
系，层层落实到岗到人，形成强大的
工作合力。

建立健全的责任体系。青山镇按
照法治综治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责
任体系建设，实现用制度管人管事，明
确镇、村、部门工作人员法治综治工作
职责、岗位职责。确保事有人管。坚
持落实信访问题解决到人、重点个案
包案处理到位、重点对象稳控到位，特

别是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和职责制，
确保每件事、每个问题、每个稳定对象
都有人负责、有人落实、有人解决。确
保人要管事。严格整治不作为行为，
镇纪委成立督办组，及时进行追责问
责。今年上半年，镇纪委共对未切实
履职尽责的5名干部进行了追责问
责，其中调整村支党支部书记1名、立
案调查2人。

建立健全的防控体系。法治综治
重在预防。组建镇治安巡逻队和村级
治安巡逻队，开展治安巡防工作。建
立综合巡逻制度，将治安巡逻、平安建
设、禁赌禁毒、政策宣传等工作纳入巡
逻队员职责范围。积极推进“天眼”工

程建设，在全镇重点路口或是重点区
域安装监控摄像头121个，确保重点
区域监控全覆盖。积极推进村组监控
设备安装工作，完善南林村视频监控
的监管与利用，鼓励其他村在重点区
域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切实推进“一
标三识”，努力发挥志愿者队伍作用。
各村根据实际，分别组建退伍军人志
愿者队伍、老干部和党员志愿者队
伍。目前，全镇共组织志愿者队伍41
支，志愿者人数500余人。

建立健全的协同工作体系。制订
青山镇五彩文化建设工作方案，将维
稳工作作为镇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
强调维稳工作、突出维稳工作、优先维

稳工作。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
联动机制。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通
报、协商和定期会议工作机制，对当期
信访突出情况、重点信访件、重点信访
群体等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建立镇、
村、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动机制，
组建青山镇社会问题应急处理分队。
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参与社会稳定工
作机制。要求对重点信访问题，在处
理过程中，邀请部分“两代表一委员”
参与听证。建立民政及时救助工作机
制，把民政工作纳入镇、村干部日常工
作管理范围。建立青山镇困难家庭及
时救助基金，按月拨入民政专户，确保
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救助。

青山镇：“三个体系”推进综治维稳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志远、通
讯员黄蒲英报道：近日，记者从崇
阳县农机局开展的农机安全生产
宣传整治活动中了解到，该县全面
加强农机安全生产风险防控综合
治理，保障全县农机安全生产持续
稳定，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

活动当日，该局执法人员在天
城镇中津洲开展整治，重点检查了
农机驾驶员驾驶证、行车证及年检
标识。在农机经销店，执法人员检
查了农机销售台账，查看零配件合
格证明，督促规范经营行为。

近年来，该县农机化事业蓬勃
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
升，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尤为重
要。为此，该多方面全面筑牢安全
防线，确保全县各类农机安全作
业，安全生产。

落实工作责任。成立专项行
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
统一协调部署，将专项行动与农机
化技术推广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

步促进农机安全生产。
强化安全宣传。日常宣传。

今年以来运用各种媒介，采用悬挂
横幅、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单、出动
流动宣传车等方式，深入田间地
头、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机械维
修经营单位等重要场所。专项宣
传。增强农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
识，引导广大从业人员和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支持“农机安全”专项
行动。

严格规范执法。严把购进关、
销售关、维修关、监理关，今年已开
展2次农机安全监管执法，打击危
及农机安全生产的非法违法行为
4次。上半年在《咸宁日报·崇阳
周刊》和崇阳电视台发布公告，吊
销300台两年以上未审验的变形
拖拉机牌照。

构建长效机制。从强化组织
领导、责任落实、工作制度、源头管
理、队伍建设、宣传教育、安全检
查、联合执法等方面入手,构建农
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县农机局

多措并举抓农机安全生产

首座人行天桥
即将投入使用

6日，记者在崇阳县街头看到，该
县首座人行天桥主体已完工，正在进
行桥面造型、栏杆焊接。

天桥位于崇阳三小附近，跨越崇
阳大道主干道。天桥建成后，将有效
缓解该路段人车流量较大，高峰时段
拥堵严重的交通状况，有效解决存在
的交通安全隐患，保证行车顺畅及行
人安全。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加
快油漆、防滑铺装层等工艺细部处理，
确保9月1日前投入使用。

特约记者 陶然
通讯员 廖瑜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报道：
7月5日，省军转办主任、省人社厅
二级巡视员刘德胜率督查调研组
到崇阳督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工作，推动人社领域各项工作的落
实落地。

省督查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
金塘镇畈上村柃蜜小镇和白霓镇
谭家村扶贫车间，详细了解该县乡
村振兴、返乡创业就业和贫困户就
业工作。

据了解，崇阳共有3.5万贫困

劳动力，其中已经实现就业2.86
万人，0.64万人有就业需求。针对
实际情况，该县通过统筹安置一
批、企业吸纳一批、合作自助一批、
集中招聘一批、劳务输出一批等

“五个一批”措施解决剩余贫困劳
动力的就业问题。

省督查调研组要求，崇阳应抓
住就业、社保等人社领域重点工
作，全面落实就业扶贫、技能扶贫、
社保扶贫、健康扶贫各项要求，扎
实推进脱贫攻坚。

省人社厅调研组到崇阳

督查调研人社工作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志远、通
讯员舒娓报道：7月9日，省食药监
局医疗器械监管处处长刘辉率督
查调研组到崇阳县调研食品药品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该县食药监局负责人对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

2018年上半年，崇阳县紧紧
围绕确保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这一中心任务，落实党政同责，压
实食品药品安全责任；着力示范创
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日常
监管，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突出问
题导向，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强化
监督抽检，加大技术支撑力度；落
实申报备案，加强集体聚餐风险防
控；探索监管创新，打造智慧监管
工程；加大宣传力度，构建社会共

治格局。扎实推进省级食品安全
城市创建，全力打造“食安崇阳”，
确保了全县食品药品安全“零事
故”。

汇报会后，督导组分别查阅了
各项工作开展的资料，并先后深入
湖北三普蜂业、湖北稼轩康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崇阳大市场、崇阳县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企业和
市场进行实地督查和调研。

省督查组对崇阳县食品药品
监管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今
后的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刘辉
指出，食品药品安全事关民生大
计，相关工作人员要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扎实开
展食品安全监管，不断提升食品安
全治理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省食药监局督查组赴崇阳

督查食药品安全防控

县民政局

做好养老机构安全防范
本报讯 通讯员王良民、特约

记者汪国文报道：为积极应对夏季
高温酷热天气，崇阳县民政局结合

“转变作风抓落实、优化环境促发
展”活动，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
全第一”的理念，多措并举，切实做
好养老机构夏季防暑降温和安全
防范工作，确保老人安全、舒适、健
康地度过炎夏。

精心组织，健全制度。按照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工作方
针，印发“崇阳县民政局2018年安
全生产月活动方案”，指导全县养
老服务机构建立健全消防、食品药
品、治安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积极宣传，提高认识。各福利
机构通过张贴宣传画，在显眼处悬
挂宣传标语，提高服务对象及职工
对高温天气安全防范意识。

加大投入，完善设施。开展
“阳光厨房”建设，为全县多家福利
院安装不锈钢电锅灶、组合橱柜、
抽油烟机（罩）等设施，配备视频监
控、智慧用电、床头语音呼叫等系
统设备，进一步提升了养老机构安

全等级。
强化培训，提升服务。通过组

织全县各类养老机构观看安全纪
录片，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增
强职工以及住院老人的消防安全
意识，提高应急逃生和自护自救能
力。在日常生活服务方面，加强食
品卫生管理，调整饮食结构，加强
查房力度，对高血压、心脏病、糖尿
病等患病老人重点巡查，严防因高
温造成中暑或疾病突发。并安排
各养老机构向老人讲授防暑消暑
常识，储备防暑降温药品。

采取措施，确保安全。要求各
福利机构采取减少老人在室外活
动时间、安排喝绿豆汤、食品保持
新鲜干净、药品必须在保质期内使
用等具体措施，确保服务对象安然
度夏。

严格制度，建立台账。要求各
福利机构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坚持
24小时值班和巡查，建立消防安
全台账，每次消防检查和每日防火
巡查都要有详细的记录，注明巡查
人的姓名，明确安全管理职责。

县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大排查
本报讯 通讯员黄凰报道：为进

一步强化责任意识，严防各类事故，确
保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近日，崇阳县质监局开展特种设备安
全隐患大排查行动。

检查中，发现某步行街超市和某
广场自动人行道规章制度不全，安全
监察人员督促其现场整改；发现崇阳
县某医院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未配

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已对其下
达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其限期改正，
并联系电梯维保公司为其推荐一名持
证安全管理人员。通过为期10天的
专项检查，共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26家、特种设备47台（套），发现一般

安全隐患7处，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7
份，整改率达100%。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对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实行循环巡查制度，加大对
重点监控单位的巡查力度，防止违法
违规行为死灰复燃。

邓春晖不慎遗失湖北省
春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34354072—X）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税务登
记 证 ， 注 册 号 ：
422325000030299，特此声明
作废。

本人罗琪星，崇阳县百
姓车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不慎遗失“崇
阳县百姓车辆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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