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新 闻 指 导 工 作

崇阳周刊 地址地址：：湖北省崇阳县金塘镇湖北省崇阳县金塘镇
旅游热线旅游热线：：07150715--39031353903135

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柃蜜小镇 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亲密之旅

邮编：437500 新闻热线：0715-3383399 电子信箱：xncyxw@163.com 崇阳周刊值班总编：汪淑琴 组稿：汪国文 责任编辑：柯常智 校对：张金凤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己亥年四月十一

第0482期

崇阳新闻网 http://www.cyxw.cn

隽水时评

5月9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远鹤到崇阳县天城镇开展党代表联
系日活动，面对面听取了4位村民（居
民）的意见诉求。

5 月 9 日下午，针对活动中群众
反映的问题，崇阳县委书记杭莺率领
天城镇、城管、规划、环保等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这是“马真”精神在解决群众难题

上的生动实践，是全县党员干部学习如
何发扬“马真”精神，化解群众难题的生
动案例，受到全县干部群众的点赞。

发展不可避免地面对问题，尤其
是群众反映的问题。群众是推动发展
的主力军，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不仅
是我们党员干部职责所在，更是推动
合力攻坚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群众问题无小事，只有解决好群

众的点滴问题，才能让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才能打牢发展的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要
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
题入手，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当前，崇阳县已经退出贫困县行
列，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项目
建设提速、乡村振兴推进等工作实现

了开门红，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近在咫尺。

全县党员干部要发扬“马真”精
神，强化宗旨意识，深入村组户，身入
扶贫巩固、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一线，
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利用好“主
题党日”“党代表联系日”“湾子夜话”
等活动，面对面的听、答、解，能现场解
决的立马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回来
研究解决，做到直面问题不退避、解决
问题不过夜。

解决群众反映问题不过夜
○ 吴荣

走进纪委监委第20个党风
廉政建设宣教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陶
然、陈君益报道：5月 9日至 10
日，由市委宣传部组织，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农民日报、经济日
报、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
咸宁日报、咸宁广播电视台等中
央、省、市媒体组成的记者团赴
崇阳县调研，以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主
线，集中反映崇阳县新时代“三
农”工作成效、特色和亮点。

记者团先后走进该县雷竹
小镇、浪口新村、路口宜民家苑、
众望麻花厂等地，实地调研崇阳
县产业扶贫、易地搬迁安置、美
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等情况。

近年来，崇阳县按照“区域
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
进区域发展”基本思路，以幕阜

山绿色产业带建设为依托，以高
质量发展助推高质量脱贫，发展
活力持续激发，脱贫攻坚卓有成
效。2018年，全县主要经济指
标持续实现高位增长，年终综合
考评排位全市第一，全县脱贫攻
坚“两不愁、三保障”和“三率一
度”等各项考核指标均达到较高
水平，贫困发生率从 18.9%下降
到 0.02%，群众认可度达 96.8%，
顺利实现全市率先脱贫摘帽目
标。

活动中，崇阳整洁的农村环
境、得力的扶贫措施、融洽的干
群关系给记者们留下深刻印
象。他们表示，崇阳县在新时代

“三农”工作方面积累了诸多值
得借鉴的经验，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值得推广宣传。

中央省市媒体记者

齐聚崇阳看变化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汪淑
琴、王勃、通讯员汤伟报道：5月 9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来天
城镇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时，部
分党员群众反映了一些生产生活
问题。当天下午，县委书记杭莺就
率天城镇、城管、规划、住建、环保、
城投、电力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在天城镇谢家坳村，群众反映
原环卫所租用废弃的垃圾场存在污
染问题，在现场详细了解情况后，杭
莺要求，相关部门要立即制定方案，
组织专业队伍进行科学治理和修
复，彻底改善当地环境卫生。

随后，杭莺一行又来到十字街
社区，对当地居民反映的前进路、
民主路等路线路段私拉乱接严重
问题，杭莺指出，线路私拉乱接，不
仅影响城市美观，更存在安全隐
患。要求各相关部门对不规范的
线路立即进行清理，并按照时间节
点，倒排工期，整治到位。

杭莺强调，各部门要结合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排查，不留死
角；要发扬“马真”精神，发现一处
解决一处，还居民一个安全整洁靓
丽的居住环境。

县领导毛崇谋、蔡耀斌、汪新
虎参加督办。

践行“马真”精神 全力为民解忧
县委书记杭莺现场督办解决群众反映问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
勃报道：5 月 9 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远鹤到崇阳县天城
镇开展党代表联系基层服务
党员群众活动，要求充分发挥
党代表作用，切实解决好基层
群众的现实问题。县委书记
杭莺参加活动。

在天城镇政府，王远鹤与
前来反映问题的 4位群众代
表进行座谈，面对面听取意
见和诉求，并现场研究解决方
案，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要
求加强督办落实，切实解决好
基层群众反映的现实问题。

王远鹤指出，党代表是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之
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起到
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
用。党代表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充分发挥优势，广
泛听取意见和建议，为基层
解决实际问题；要扎扎实实
访民情解民意，深入了解群
众需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党建重点工
作、民生领域问题，多花时
间多花精力下基层调研，为
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王远鹤强调，要进一步巩
固脱贫成果，做到脱贫不脱帮
扶、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
项目，防止返贫；要坚持“五级
书记”抓扶贫攻坚，加大投入
力度，全面发力，补齐短板；要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增强发展
内生动力，着力提高群众满意
度；要加快产业发展，做大做
强特色产业和村集体经济，进
一步巩固脱贫成效。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来崇阳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聚焦突出问题 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汪淑
琴、王勃、通讯员马彪报道：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信访
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化解
信访突出矛盾，带着感情和责
任为民解难，为党分忧。5 月
9 日，崇阳县委书记杭莺变接
访为下访，深入天城镇七星村
信访群众刘某伟、刘某平家中
了解情况，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在得知刘某伟、刘某平因住
房基脚下沉，于 2011年拆除后
未获批建，只能租房住的问题
后，杭莺深入被拆房基处，仔细
察看了被拆房基周边环境，认
真听取刘某伟、刘某平的心声
和诉求。

杭莺表示，此地被四周民
居包围，既无道路进出口，又下
沉成为洼地，实在不宜居家。
如果愿意出让土地，可通过第
三方评估，让县城投公司收购，

再以货币化安置的形式予以安
置。

刘某伟、刘某平听后连连
点头，表示感谢，说愿意。杭莺
当即安排天城镇负责人做好入
户登记事宜，并责成县城投公
司、住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职能部门做好土地收储和货币
化安置相关工作。

杭莺强调，凡城区老破旧、
不宜居住之地的群众如果自
愿出让土地、房屋所有权，均
可按通过第三方评估，由县城
投公司收储，再进行货币化安
置的方式协调解决，给居民一
个安全、舒适的家。

天城镇七星岭村其他几户
居民也纷纷表示感谢，希望能
尽快落实政策搬离此地。

目前，天城镇政府已派驻专
班进入该地域入户登记，相关
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书记下访解民困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陶然、甘源
报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
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
决如下 .....”5月 7日，采取暴力、威胁
等手段，多次在崇阳县殡仪馆强行承揽
丧葬服务业务，逐步形成以被告人谢某
和王某为首要分子，其他被告人为成员
的较为固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一
审在崇阳法院公开宣判，犯罪集团成员

被依法判处三年至十个月有期徒刑不
等。

今年以来，崇阳县委、县政府坚持
发力不放松，以专项整治排查为抓手，
以全国“两会”维护社会稳定为契机,凝
心聚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得更
深更实。

据了解，至目前，该县县、乡、村三
级书记抓扫黑除恶已形成工作格局，

“扫黑除恶基层行”、“湾子夜话”宣传扫
黑除恶让群众入心入脑已形成工作亮
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调研督查已形成工作常态，社会各
方面人士参加庭审旁听和审判布告及
时张贴到村组已形成工作抓手，政法各
部门每周会审研判交办扫黑除恶问题
已形成工作机制。

截止目前，该县共侦办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1起，打掉 1个涉恶
犯罪集团和26个涉恶类犯罪团伙，侦破
九类涉恶刑事案件48起，刑事拘留123
人；检察院审查起诉涉黑案件 3件 14
人，涉恶犯罪集团案1件10人,涉恶团伙
55件176人；法院已审结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案2件13人，涉恶团伙案41件，
犯罪人数114人，律师参与辩护案件数
25件，财产刑金额数613.4万元。

崇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已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1起，打掉涉恶类犯罪团伙27个

本报讯 全媒体特约记者
柳军霞报道：为保障学生饮食健
康，近日，崇阳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全县范围内 10家提供学校
食品的生产企业，31家学校（幼
儿园）食堂，19家使用消毒餐饮
具学校（幼儿园）进行了检查，有
效净化了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环境。检查全程邀请县人大代
表参与。

目前，该局已组织食品安全
快检车“进校园”活动5次，靶向
式抽检路口中学、青山中学等学
校食堂的餐饮具消毒、肉制品兽
药残留、蔬菜的农药残留、食用
油的油脂酸价、过氧化值、黄曲
霉素六大类，对5个不合格样品
按规定移交第三方检测机构进

一步检验。
同时，该局通过开学第一

课、主题班会和食品安全知识讲
堂等形式，对全县 82所学校、91
个班级、师生 4329人次，开展食
品安全知识专题教育，发放食品
安全知识手册 1900份，有效提
升了学校师生食品安全意识。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充分运用市场监督管理职
能，着力推进农村学校食堂改造
工程，着力改善食堂硬件设施,
坚决取缔食品卫生条件差的学
校食堂，禁止学校小卖部销售高
盐、高糖、高脂的食品及“五毛食
品”，确保 2019年底实现全县学
校食堂“明厨亮灶”建设覆盖率
达到70%，天城地区达到80%。

让学生吃上“放心餐”

崇阳严管学校餐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陶然、
通讯员雷春燕报道：随着雨季
到来，雨水天气增多，崇阳县应
急管理局积极部署，多措并举
扎实做好汛前准备工作。

落实安全责任，强化安全意
识。明确全县每座水库的责任
人和责任主体，落实安全责任，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
化水库度汛安全意识。

做好工程管护，排除安全隐
患。配合水利部门围绕水利工
程补短板要求，加强对大坝泄
洪设施等主体工程的维护和安
全监控，及时监督修复水毁工
程，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排
除安全隐患，提升流域防洪能
力。同时做好除险加固，加强
工程监测和管理维护，确保水
库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加强监测预报，完善通信预
警。加强水雨晴测报和预报，及
时准确掌握水雨晴，提前采取应
对措施，降低洪水风险。完善水
库通信预警设施，保证信息传递
畅通，并及时通过新闻媒体等向
社会公布雨情、汛情。

坚持科学调度，严肃防汛纪
律。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的
综合效用，及时修订水库汛期调
度运用计划，汛期严格按经批准
的汛期调度运用计划运行，服从
防汛指挥机构统一调度。

强化应急措施，提高抢险能
力。坚持“防”字为重，严格按
照防汛抢险的需要，落实编织
袋、土工布、水泵、冲锋舟、橡皮
艇等防汛物资，组织防汛应急
队伍，随时候命，切实确保全县
度汛安全。

县应急管理局

周密部署防汛工作

开栏语：值崇阳县第二十个党风
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之际，为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规党纪和监察法，自觉
践行“两个维护”，讲好崇阳反腐倡廉
故事，崇阳周刊编辑部特开设“走进
纪委监委”栏目，欢迎广大读者踊跃
投稿。

本报讯 全媒体特约记者王植 、
薛娇报道：“各责任单位要深化认识，突
出纪法教育的特点，聚焦‘党章党规党
纪和监察法’这一学习宣传主题，增强

活动的政治性、严肃性，切实把第20个
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打造成锻炼
党员党性、增强纪法意识、自觉践行‘两
个维护’的重要载体。”

5月14日上午，崇阳县纪委监委组
织召开全县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教育月活动推进会。会上学习解读
了《中共崇阳县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全
县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
活动方案>的通知》，印发了各责任单
位任务清单，明确工作任务。县委办公
室、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等12家责

任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就“宣教月”
已开展情况进行交流，还就如何进一步
推进“宣教月”活动分别提出意见建议
并作表态性发言。

据了解，此次“宣教月”活动的主题
是“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和监察法 自
觉践行‘两个维护’”，主要围绕学习宣传
《条例》《监察法》这一主线，重点组织开

展学习宣讲竞赛、“护航发展”主题宣传、
“教育链”深化拓展、正反面典型廉政教
育、“走进纪委监委”开放日、廉政文化建
设等六大类十九项活动，强化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的党性、纪法、廉洁意识，增
强践行“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

下一步，该县纪委监委机关将会同
县委督查室对全县“宣教月”活动开展
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对发现的只部署不
落实或落实不到位、走过场等搞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的相关单位及责任人
严肃追责问责，并将活动开展和追责问
责情况通报曝光，确保“宣教月”各项活
动落实落地。

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主题

崇阳全力讲好反腐倡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