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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纪委监委

本报讯 通讯员薛娇报道：“老
乡，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大好时节，
请问你种子、农药都买到了吗？有没
有遇到什么困难？”

“由于疫情期间城乡实行严格管
控，眼看着地里的油菜和稻田正是到
了需要田管的时候，过了农时就会耽
误一整年的收成。我们合作社有800
多亩油菜急需要药品，有2000多亩农
田需要翻耕，现在急需要的就是农资
产品和农机维修配件。”

这是近日，崇阳县纪委监委疫情
防控督查组在天城镇乌龟石村开展
春耕备耕工作专项检查时，与该县良
军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良军交
谈的一幕。

了解到良军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困境后，督查组将情况反馈给该县农
业农村局，3月1日一大早，县农业农
村局农技人员就送去了急需的农资
和农机配件，解决了燃眉之急。接过
农机配件和农资，曾良军感激不已，
赶紧忙活开了。

当前，春耕在即，农时紧迫。为
督促职能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积极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崇
阳县纪委监委牵头组建农业突出问
题督查巡查工作专班，建立督查巡查
机制，深入该县12个乡镇田间地头、
农业企业一线，对春耕备耕情况开展

“下沉式监督”，打通服务农民“最后
一公里”，确保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
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县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实行
“地毯式”排查。该县农业突出问题
督查巡查工作专班在各乡镇开展一
次农业生产突出问题大排查，做到三
个“全覆盖”，即：对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种养殖业生产主题排查
全覆盖，对种子、化肥、饲料等经营主
体排查全覆盖，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主体排查全覆盖，看是否有农产品
运输难、生产资料下乡难、请工用工
难、种畜雏禽添槽补栏难等突出问
题，力求做到到村到组、到边到角。

截至目前，全县12个乡镇共排查

出226个突出问题，涉及专业合作社
99家、家庭农场7家、龙头企业3家、
专业户115家、种子化肥饲料经营主
体2家。

县纪委监委坚持效果导向，实行
“清单式”解决。针对排查出来的突出
问题，建立清单化管理，实行点对点服
务，落实县、乡（镇）、村（社区）三级包保
服务，建立“五个一”问题解决机制，即：
一个突出问题、一个责任领导、一个工
作专班、一个解决方案、一条龙服务，明
确解决问题具体责任人员和时间节点，
确保问题全解决、服务不落空。

截至目前，已基本解决全县水
果、蔬菜、中药材等种植大户用工问
题；集中调运饲料5400余吨，有效缓
解正大公司等养殖企业饲料问题；落
实2家农资代理商，在每个乡镇遴选
开放一家农资经营店，有效解决农资
购买难问题；通过协调市场组和周边
县市，向县内供应蔬菜、猪肉约450
吨、县外20余吨，有效缓解鲜活农产
品销售难问题。

县纪委监委坚持责任导向，实行
“跟踪式”督办。为确保措施真落实、
问题真解决，将每个突出问题的解
决，压实到领导、到单位、到岗位、到
个人，各乡镇及时汇总点对点服务情
况，并将工作进度报县防控指挥部农
村组，需要协调的，会商解决；已经解
决的，及时销号。

“监督在一线展开，问题在一线
解决。必须把抓好春耕备耕工作作
为重中之重，对照问题清单，开展明
察暗访，不定期对各乡镇、有关单位
解决问题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对有关
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对
不落实政策、不按期办结的，实行全
县通报，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从严
从重从快，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疫情
防控和春耕备耕各项部署落实到
位。”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道。

“地毯式”排查 “跟踪式”督办

崇阳纪委监委全力护航抗疫春耕工作

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邹辉报道：3月14日，市委常
委、崇阳县委书记杭莺深入部分乡镇调研督导农业复工
复产工作，要求抓好疫情防控不放松，迅速全面恢复农
业生产秩序，努力确保全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杭莺先后深入到青山镇铺前村油菜基地、天城镇新
塘岭村雷竹基地、林科所油茶育苗基地、桂花泉镇雷竹
生产基地，实地查看农业复工复产情况。

在青山镇铺前村，杭莺实地查看了该村七彩油菜生长情
况，并就油菜的栽培管理、投入产出效益、市场销售等方面与基
地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交流。杭莺指出，要推广“农旅一体化”
的模式，加快“油菜+农旅”一体化发展，提升油菜产业综合效益。

在天城镇新塘岭村雷竹基地，杭莺要求，要进一步
加大对雷竹基地的管理力度，加强基地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有力推动全县雷竹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林科所油茶育苗基地，杭莺详细了解基地育苗情
况，要求充分利用好苗圃基地，科学培育，精心管理，提
升效益，推动崇阳油茶产业快速发展。

杭莺还来到桂花泉镇雷竹生产基地，仔细察看了基
地雷竹移栽情况后指出，要加强雷竹移栽和抚育管理，
科学规划，多方位、多点位的增加体验式服务，做大做强
雷竹产业，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调研期间，杭莺还就森林防火和植树造林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

县领导石峰、张正韶、杜兵参加调研督导。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邹兰报道：
“早一天是宝，晚一天是草”。眼下正
是采摘春茶的最佳时期，近日，崇阳
县沙坪镇黄茆村按照县防控指挥部
复工复产的要求，有序开展春茶采
摘。

在茶叶基地，连片的茶园好似绿
色的海洋，春风吹过，阵阵清香，沁人
心脾。上百名员工戴着口罩，正在加
紧采摘今年的第一批春茶。

崇阳县三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在沙坪镇黄茆村承包了2000
多亩土地种植茶叶，主要品种有中茶
108、黄金芽、白茶。时下正值采茶旺
季，每天新叶产量可达300斤，产值3
万元左右。在疫情防控期间，公司通
过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审批，排除

“四类人员”，从3月9日起聘请附近
村民全面复工复产。

该公司负责人盛华东介绍，早上
7点钟分3个卡点测量体温，分发口
罩，还有酒精消毒，组织员工分区域、

分片区进行采摘，保证采茶员工的安
全，每天对车间厂房及周围用84消毒
消毒液喷洒2次，保证茶叶的品质和
安全。

据悉，前来采摘的工人全部是疫
情期间滞留在黄茆村、枫树村的村
民，在非常时期，既解决了他们的就
业问题，又增加了劳动收入。沙坪镇
黄茆村村民蒋晋高兴地说，在家里待
了40多天，今天第一天出来采茶，大
概一天收入有100元左右。

疫情发生以来，黄茆村严格管
控，在村组设置了5个卡点进行24小
时值守，并组织了护村队、护组队加
强巡查和管控，至今未出现一例确诊
和疑似病例，属于疫情低风险区域。

沙坪镇黄茆村党支部书记杨进
良告诉记者，黄茆村制定了疫情防控
管控和春耕备耕实施管理方案，做到
人员严格管控不放松，卡点值守不放
松，春耕备耕有序错峰分段下田作业，
确保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不误。

春光明媚好采茶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勃报
道：3月1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郑俊华深入部分企业，督查指导
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郑俊华先后来到众盼科技、
美尔卫生用品、铭达塑胶制品、稼
轩康食品、昌奇电子科技、科瑞嘉
机电技术、大集钢构、昌华实业等
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疫情防控工
作以及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针对企业反映的运输不畅、
用工短缺、工业用地和资金周转
困难等问题，郑俊华现场办公，一
一交办，落实责任单位，要求尽快
研究，第一时间帮助解决。

郑俊华指出，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企业要切实担负
起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控
措施，认真做好复工后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相关部门要走进车间
一线，走到项目现场，收集企业复
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清单，根
据清单第一时间点对点逐一解决；
要组织好各类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引导企业吸纳更多困难群众就业；
要大力宣传各项复工复产惠企政
策，努力做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

县领导石峰、汪新虎参加督
查工作。

郑俊华深入企业一线破解难题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通讯员杨贵清报
道：3月11日下午2点50分，经过
严格车辆技术检定、全面消毒和
工作人员体温测量等系列安全措
施后，崇阳首批2辆大巴准时从杭
瑞高速崇阳入口出发，前往湖南
省岳阳东站接工业园区复工复产
企业员工返岗。

为保障工业园区员工安全顺
利返岗复工，崇阳县交通运输局
推出“点对点跨省专车服务”，由
崇阳县运管局履职调派客车，并
派人全程跟车提供服务和开展防
疫工作，为企业复工复产员工返
岗提供快捷、安全运输保障。

上车后实行一人一排乘坐，
减少人员接触，督促员工全程尽

量不要近距离说话，并在客车靠
后留出一到二排座位作为紧急情
况下的临时隔离区，确保运输全
过程防疫安全万无一失。

复工专车和市、县交通运管
部门以及工业园区5名工作人员
抵达湖南岳阳东站后，与湖南岳
阳方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待所有
返岗人员全部到齐后，经过严格
的人员身份核查和防疫安全措施
后，晚上7点18分载着32名崇阳
返岗员工的2台大巴从岳阳东站
起程，9点10分安全、顺利返回崇
阳杭瑞高速城区出口，接回的返
岗人员被各自所属企业从高速出
口接走后，将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陆续走上复工岗位。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沚瞻、
见习记者袁露、通讯员程钊报道：
又是一载春光到，草长莺飞植绿
时。3月10日下午，市委常委、崇
阳县委书记杭莺，县委副书记、县
长郑俊华等领导带领100多名机
关党员干部，前往天城镇鹿门村
金竹爆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挖坑、扶苗、填土、夯实……
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杭莺、郑俊华等领导拿起
铁锹，挖坑栽苗、挥锹铲土，一棵
棵新绿迎风挺立。大家个个热情
高涨，分工合作，干劲十足，脚踩
泥泞，手挥铁锹，你铲土、我扶苗、
他填土，到处是忙碌的身影。此
次栽种的树种为美国红枫，共计

700多株。劳动中，大家对植树造
林给绿化环境、美化家园带来的
美好前景充满期待。

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劳动，一
排排红枫挺拔、整齐，它们纵看成
列、横看成行，枝丫剪裁得体，错
落有致，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
景象。

据了解，崇阳县今年计划造
林23000亩，截止目前已完成精
准灭荒70%，道路绿化200公里
已基本完成，目前已调集20万株
苗木开展林业绿化。林业部门在
抓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正
抢抓时节加大植树造林的力度，精
心描绘无山不绿，无路不荫，无水
不清，无村不美的绿色画卷。

当前，正值春耕春管农忙之际，
崇阳县农业农村部门克服疫情期间
困难，千方百计调配生产农资，组织
工作人员指导农民复工复产，确保夏
粮夏油丰收。

图为农技人员在青山镇铺前村
进行油菜喷药防治。

全媒体记者 徐功频
通讯员 徐一丁 摄

春耕生产忙

市县领导义务植树

崇阳首批复工专车赴湘

接回32名省外返岗员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邹辉报
道：江河相连，皖鄂同心。3月13
日，安徽省安庆市和铜陵市工商
联组织民营企业向崇阳县捐赠的
爱心粮油物资抵达崇阳，支援全
县疫情防控工作。

满载安徽同胞深情厚谊的大
货车缓缓驶入县应急物资储备
库，15名消防救援人员主动帮助
卸货，将爱心物资搬运到县应急
物资储备仓库中临时储存。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爱心物
资包括优质大米、米乳、调味酱、
菜籽油等，价值21.78万元，由安
徽省安庆市、铜陵市工商联组织
胡玉美酿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联河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
创源粮油有限公司捐赠。

这批爱心物资将由县防控指
挥部统一分配到疫情防控一线，
以缓解疫情防控期间物资供应紧
张的问题。

安徽爱心物资抵达崇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邹兰报
道：为了保障疫情期间临床用血
充足，3月16日，崇阳县委、县人
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全体领
导班子成员，其他在职县级干部
以及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无偿献
血，奉献爱心。

在县人民政府无偿献血现场，
市委常委、崇阳县委书记杭莺带
头挽起衣袖，奉献爱心，现场捐献
了300毫升血液。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
严格按照“保持安全距离、全程佩
戴口罩、测量体温、全身消毒、健
康征询及健康检查”的流程规范，
有序开展献血活动。

自县防控指挥部3月9日发布
无偿献血倡议书以来，各地充分利用
宣传栏、电子屏和微信工作群等平
台，广泛进行宣传发动，广大干部职
工、社区居民、志愿者积极参与。

在大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
早早地来到采血点等候，许多爱
心市民踊跃参与、奉献爱心。市
民徐学军已经连续10年参加无偿
献血，得知咸宁市血库告急的消
息后，特地从铜钟乡赶到县城参
加献血。

截至目前，崇阳县已组织香
山、碧田、中津、白泉、七星5个社
区居民474人参加义务献血，为战
胜疫情贡献力量。

市县领导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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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全面恢复农业生产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