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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大畈镇

“六进”送学到一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朗、通讯员全闯、郑梦溪报道：党

中央作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决定后，通山
县大畈镇迅速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本》送到
一线，通过采取“干部互学、专题讲学、宣传引学、上门送学”
等方式，确保《读本》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该镇结合农村工作实际，由镇机关单位包联党员干部深
入包保村组、田间地头、百姓家中讲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读本》精神，与联系点的党员群众共同学习讨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读本》含义，镇党委从组织、宣传、学校等部门抽
调理论骨干组成理论宣讲团，深入开展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读本精神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网
站等“六进”活动，在集镇街道，农村社区等醒目位置张贴宣
传标语，将《读本》摘成要点制作的“明白纸”发放到农民家
中，全面营造学习宣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读本》精神良
好氛围，使学习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读本》精神在党
员干部群众中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 通讯员翁琦报道：自2019
年9月份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全面启动以来，通山县税务局
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局和县委关于主题教
育的工作部署，以“五个一”工作举措为
抓手，周密部署全面推进，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第一时间抓部署、抓学习、抓自查
整改，确保起好步、开好局。

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坚持领导班子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及时召开县局党委会
专题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市
局、县委的部署要求，充分吃透上情。9月
16日，召开了全县税务系统“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成立了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传达了市局党委和县委关于主
题教育部署会的主要精神及近期重点工
作，对县局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细化一套工作方案。严格按照上级
主题教育的方案要求，紧密联系通山实
际，制订《通山县税务系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从加
强学习教育、开展调查研究、深入检视问
题、抓好整改落实等4个方面做出详细部
署谋划，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各

项工作深度融合、互促互进，对总局“六项
行动”进行了认真细化，确保“六项行动”
扎实推进。研究制定了调查研究、集中研
讨2个方案，明确主要任务、时间节点和
相关要求，力求做到安排周密、操作简
便。制定了主题教育调查研究工作方案，
要求县局领导班子成员紧密结合分管领
域，针对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点工作、
纳税人和缴费人、基层税务干部关注的热
点问题，紧扣今年税收工作主题主业主线，
在全面调研的同时，确定1个重点调研课
题，明确具体的调研时间地点，制定调研
工作提纲。目前，县局7名党委委员已确
定调研课题，部分委员已带队深入基层一
线开展调查研究，并将征求意见建议、查
找问题差距、抓好整改落实融入其中。

规范一套学习机制。一是学习内容
有重点。梳理学习内容目录和参考资
料。第一时间购置了《中国共产党党内
重要法规汇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
学习教育书籍，汇编学习资料20余篇。
组织全系统党员干部落实“每日自学一

小时”要求，以支部为单位，每天下午集
中自学，通过书籍报刊、“学习强国”
APP，以及现场学习交流等方式，对照方
案规定的“一章两书”的学习内容开展学
习；结合党委中心组和每日理论学习等
时机，落实县局党委领导班子每天1小
时的学习要求，以自学、集中研讨等方
式，原文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
题教育的系列重要指示，重点学习一章
四书（党章、论述、重要法规、案例），增强
教育的主动性。二是学习方式多样化。
采取“自学+集中、学习+研讨”等方式，推
动党员领导干部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
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统一；在县局内网开辟主题教育专栏，利
用线下加线上的学习方式，营造浓厚的学
习氛围，为主题教育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思想基础。三是学习作风真严抓。在
学习风气上做到守规矩讲纪律，各支部每
天督促检查党员学习情况，对学习时间未
达到1小时以上的党员，安排补学。白天
上班时间没时间学习的，晚上必须补齐，
党办抽查、检查学习笔记。

组织一次集中研讨。制定主题教育

集中研讨方案，明确在三个月范围内，采
取集中自学、红色教育、专题辅导、交流研
讨等方式对“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理想信念”13个专题进行研讨学
习。目前，已组织县局党委班子、主任科
员、各党支部书记围绕“理想信念、宗旨
性质”等两个专题进行了集中学习研讨。

开展一次专题培训。县局组织开展
了系统内基层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会
上传达学习了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指导
意见》，对主题教育的重点任务、工作标
准和完成时限进行逐一明确，讲解了具
体工作要求，并对疑难问题进行一对一
的解答，确保上下统筹联动、一体推进。

形成一批问题清单。对照“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主题教育总要
求，结合2018年度党委民主生活会和市
局党委巡察组对县局党委“推进国税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情况”专项巡察中的问
题清单，在前期整改的基础上，认真组织
开展“回头看”工作，梳理出目前尚未整
改到位3方面问题，制定了主题教育第
一批问题清单整改方案。对上一年度民
主生活会和市局党委第二轮巡察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列出问题清单和制定解决
措施，明确整改期限和责任人，做到边学
边改、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争取一步改
到位，不留尾巴、不留死角。

落实“五个一”工作举措

通山税务纵深推进主题教育

9月27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与通山县人民医院签约成
立“检验科专科联盟”。本次签约授牌仪式是武大中南医院
与该县人民医院结成医联体及专科联盟后推进专科合作的
深度融合，是一次联体又连心的具体对接行动，两家医院将
进一步在各专科加深合作，实现“共建、共享、共赢”。

通讯员 杨周复 摄

通山开展技术培训活动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本报讯 通讯员李姗姗报道：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

切实加强全省农村厕所革命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
通知》的文件精神，切实抓好农村厕所革命工程质量建设，9
月27日，通山县发改局联合卫健局前往闯王镇、通羊镇开展
农户无害化厕所建改技术培训活动。

培训期间，各乡镇施工队和技术人员一行前往闯王镇龟
墩村三组和通羊镇李渡村，现场学习农户无害化厕所改建技
术。县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科相关负责人就如何使用玻璃钢
一体化化粪池进行农户无害化厕所改建和使用砖砌式农户
无害化厕所改建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培训，并与参训人员交流
互动，在现场一一回答参训人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此次培
训，为推进该县农村“厕所革命”工程建设奠定了较好的专业
技术基础。

通山“鸟巢”

首场红歌会反响强烈
本报讯 通讯员邓娜、施仕寨、聂莹颖报道：9月26日

晚，《我和我的祖国》通山县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
红歌会在县文体中心成功举办，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蹈，激
情的旋律，唱响了新时代的主旋律。

当晚，县文体中心演出场馆座无虚席，一片红色的海
洋。一曲曲耳熟能详、振奋人心的经典旋律，给现场一千多
名观众带去了视觉和听觉上的震撼。

17首经典红歌气势如虹，铿锵有力。大家用动听的旋
律、悦耳的歌声，唱出了通山人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表
达了中华民族不惧压迫、奋起抗争的精神，唱响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时代最强音。

在两个多小时的晚会里，演员们着装整齐、神情投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春天的故事》、《不忘初
心》………一首首经典红歌，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送上
了最真挚的祝福。整场演出井然有序，不时获得台下观众的
掌声和喝彩。

据悉，红歌会是县文体中心投入使用后的首场演出，为了
保证节目的顺利进行，晚会从创意、策划到编排历时2个多月，
舞美、灯光、LED大屏幕以及直播设备等方面做了精心设计。

本报讯 通讯员袁德令报道：“走
咯，去雷锋井抬水去咯！”最近每天早
上，九宫山镇寨头村六组柯杏清总是这
么吆喝。

原来，自七月份以来，九宫山镇因
长期无雨干旱严重，寨头村六组人畜饮
水困难，正当很多群众发愁时，村民成
传理将自己筹钱建设的水井无偿为附
近群众供水，及时解决了附近群众的用
水困难问题，当地群众把这口井美称

“雷锋井”。
“要不是得力（感谢）这口井，我们

人畜饮水都早已成问题了！”该组组长
成良佑竖起大拇指告诉笔者。笔者在
现场看到，周围邻居和组湾群众都在早
中晚拿着大小水桶，排队来成传理的院
子里接水。

“能够方便周围的乡亲，这点水算
什么！”成传理对着笔者开心说道。据
了解，为了方便乡亲用水，成传理还自
己承担电费从水井抽水。

近三个月来，因干旱严重，连续没
有下雨，这里的群众都靠这口井维持生
活，当地人给这口井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雷锋井”。
笔者走访了九宫山镇各村发现，像

这样的“雷锋井”还有很多。在程许村
坑口和许家湾看到，有的群众不在家，
都把自家“空闲”的水井“让”出来，方便
周围群众用水。

不仅如此，在外务工或创业的群
众，看到家乡严重干旱，都筹资建设饮
水设施解决用水困难；全镇10个县直
驻村工作队不放假坚守在村，通过送水
泵、送资金和申报项目等方式解决各村
饮水告急。

据不完全统计，自干旱以来，全镇
各村涌现“雷锋井”上百口，有效解决了
1.2万群众用水困难。“我们通过广泛宣
传和发动，驻村干部全部下沉到村组，
组织群众积极主动参与进来，全镇各村
掀起了建设饮水设施、确保人畜饮水高
潮！”该镇党委书记张炳恩介绍说。

截止目前，包括国庆假期，县直驻
村单位、全镇党员干部100余名下村入
户解决群众饮水困难，建设水井（池）45
个，安装水泵35台，涌现“雷锋井”105
口。

8月以来，通山县出现罕见的少雨、
干旱天气，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导
致全县部分水库、水塘、水井干枯，农田
耕地龟裂，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严重紧缺，数万亩农作物受灾严重。在
严峻的旱灾考验面前，该县既“加”大力
度做好“抗大旱、保民生”，同时“减”少
森林火灾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稳定。

大路乡果匠小镇在此次干旱天气

中受灾面积达到1000多亩，果树苗木
受害造成叶片卷曲、萎蔫、枯黄或生长
受阻，部分幼树枯亡。该公司不等不靠
迅速开展自救，通过抽水车每天4至5
次对苗木进行灌溉补救。

持续的干旱天气也造成人畜饮水
形势严峻，在大路乡龙岭村，该村支部
书记徐礼旺驾驶着自己的面包车，往返
于石门塘水库和村组间，每天要为村民
们送水2吨以上。

龙岭村处于半山腰上，地势高，加
之持续的干旱，该村的大塘都已经干枯
龟裂。5个组共300多人，两个月来都
是靠着徐礼旺每天为他们送水维持生
活，其中大部分村民为鳏寡孤独、老弱

病残等弱势群体，徐礼旺肩挑背扛将水
挨家挨户送上门。

其实龙岭村背靠石门塘水库，按理
来说吃水应该不是问题，但徐礼旺为什
么坚持要自己送水呢？

为了保证城区饮用水不受污染，徐
礼旺就这样日复一日开着自己那辆破
旧的面包车为村民们送水，不仅是送水
更是送去一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真情。

干旱天气同时对该县的防火工作
也带来严峻的考验。“十一”假期，南林
桥镇镇村干部全部在防火一线，该镇实
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该镇
副镇长吉大干更是将自己的私家车改

装成流动宣传车，每天从早到晚在各村
宣传防火知识。

宣传车进村入组，包保村干部和防
火员更是提着锣进组入户，挨家挨户宣
传护林防火政策。

南林桥镇按照“定人、定岗、定时
间、定路线、定范围”的工作要求，采取

“封住山、管住人、巡好林、盯住坟、除隐
患”等措施，加大巡查范围和密度，确保
打赢护林防火攻坚战。

“十一”假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坚
守在岗位上，以不辞辛苦的工作精神，
恪尽职守、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舍小
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谱写了一曲曲
顶烈日、斗旱魔的壮丽凯歌。

通山800余名森林巡查员

筑牢“防火墙”
本报讯 通讯员高天赋、袁德令、

陈熙报道：国庆长假，为保障全县森林
安全，节假日期间，各乡镇、各部门坚持
值班巡逻，开展防火宣传，随时准备山
火扑救应急，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祥和
快乐的国庆节。

通山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南邻江
西省武宁、修水县，东接阳新县，北连咸
安区，西部与崇阳县接壤。辖内8个镇、
4个乡、1个管委会。全县最大横距71
千米，最大纵距60千米，总面积2680平
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6.6万亩，森林
面积110万亩。

为切实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努
力营造人人关注森林防火工作的良好
氛围，确保做到不发生森林失火事件，
营造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各乡镇防火
巡查员通过森林防火宣传车流动宣传、
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入户宣
传讲解、对林区进行巡护等一系列措施
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工作，营造禁火
声势、宣传禁火规定，让森林防火知识
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提高群众的防火
意识，切实做到防火患于未然。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县共有800
余名森林巡查员坚守岗位值班巡逻，通
山整体森林防火形势安全平稳，没有发
生森林火警火情，达到了“不冒烟、不起
火、不出事”的目标。

通山抗旱防火做好“加减法”
○ 通讯员 唐成 伍文俊

九宫山镇涌现105口“雷锋井”

县禁毒办

遏制涉毒违法犯罪
本报讯 通讯员阮长白报道：为全面排除安全隐患，创

造一个安全、有序、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从源头遏制涉毒违
法犯罪的发生，近日，通山县公安局副政委、禁毒办主任曹向
阳带队对全县辖区内易制毒化学品使用企业深入开展了为
期三天的易制毒化学品管专项管控排查工作，对易制毒化学
品的存储、生产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防范措施、使用情况
进行了检查。

在管控排查过程中，县禁毒大队对县城辖区内湖北景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瑞蓬科技有限公司、湖北亨信纯石
英砂有限责任公司等十五家企业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存储、
使用情况的安全工作进行了指导，查看了使用台账记录，核
实当前的存储量，讲解了易制毒化学品的危害。

同时，县禁毒大队对企业提出了要求，要严格落实《易制
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落实制度、强化责任；要严格把关使用、存
储等环节管理；要建立健全易制毒化学品使用台账，做到实物
与台账相符；要加强“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并举，做到防被盗、
防流失，加强监督，确保安全，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