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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道:4 月 16
日下午，市委书记孟祥伟主持召开市委
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4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研究《关于开展
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
“大调研、大讨论、
大统一、大落实、大改变”活动的方案》；
听取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情况
汇报，
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4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疫情防控和
经济运行形势，对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做出了科
学部署。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底线思维，
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
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打牢思想基础，
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
“两手抓”，夺
取
“双胜利”。要打牢工作基础，把困难
想得更严重一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
分一些，为长期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要增强紧迫感，提高工作主
动性，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
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精准、深度
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畅
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
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
要周密组织、
深入开展推
进咸宁高质量发展
“大调研、大讨论、大
统一、大落实、大改变”活动。通过活动
全面深化对咸宁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
的认识，在深入了解市情、掌握区域特
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树牢新发展理念，
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更好谋划“十四
五”
规划打牢思想基础、
理论基础和实践

基础。要把活动贯穿工作全过程，加强
合起来，聚焦中心，突出重点，按照可年
统筹共同推进，
分阶段突出重点，
走遍咸
度量化的原则，增强具体指导性和实际
宁地、
访遍咸宁人，
确保活动出成果出实
可操作性。要加强调查研究，找准工作
效，
加快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
着力点，补短板、强弱项，久久为功，抓
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统一思想，
实抓细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推动乡村
坚定不移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振兴战略落地实施。
作。要明确标准要求，对标聚焦细化任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组织部长
务，打牢创建基础。要全员上阵，压实
会议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认真抓好
责任，按照“一人一片，一天一事，一鼓
组织工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作气，一以贯之”的总要求，不达目的誓 “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重要
不罢休。通过创建活动，为咸宁经济社
要求，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落
会发展打牢基础，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地。要坚持抓在平时、常抓不懈，切实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夯实基层基础。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会议审议《关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传
补短板强弱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
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
施意见(讨论稿)》；审议中共咸宁市委
农”工作重要指示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
常委会 2020 年工作要点(讨论稿)；审
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会议指出，要
议咸宁市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工作要点
把上级精神和我市“三农”工作实际结
(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协组织视察团

调研市区商业主体复工复市工作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道：4 月 16
日，市政协主席曾国平率领市政协委员
视察团，先后来到潜山商业街、万达广
场，就我市商业主体的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市情况开展调研。
目前，万达广场针对商户实行 67
天免租政策，各经营户均已复工，同时
推出了诸多优惠方式，刺激消费。曾
国平逐一步入该广场各餐饮店内，了

两湖连通

解各经营户的食品安全、防控措施、明
厨亮灶等方面工作，与相关人员就经
营状况、存在问题、发展思路等展开交
流。
随后，视察团一行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我市复工复
市情况汇报，并围绕提振消费信心、刺
激消费、提升消费动力等方面开展讨
论，建言献策。

加紧施工

曾国平指出，疫情当前，市政府各
相关职能部门付出大量心血、做了大量
工作。当前，我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和
复工复产两项工作应该两手抓、两手
硬，不能有丝毫的偏颇和松懈，要做好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开展生产生活的
打算。
曾国平要求，要想方设法恢复市场
信心，尤其是餐饮、娱乐、旅游等产业，

要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将线上线下多
种经营方式结合，研究新业态，想方设
法开展自救。各职能部门要听取、吸收
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主动服务，帮助
企业家们将现有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帮
助企业开展转型升级，将高科技、新业
态不断推广应用下去。
市政协副主席尤晋、秘书长游强进
参加调研。

4 月 15 日，记者在位于咸安区向阳湖镇北岭村的“两湖连通”工程（斧头湖、西凉湖）施工现
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连通两湖的穿越箱涵进行作业。该工程位于咸安区与嘉鱼县交界处，
全长 2.533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进水渠、箱涵、节制阀、出水渠。项目建成后将大大提高
斧头湖、
西凉湖的防洪能力，
极大改善水生态环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忠志 摄

上万贫困劳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坚定不移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加快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全闯、郑梦
溪报道：4 月 9 日，记者来到通山县大畈镇官塘
村，村委会三楼扶贫车间内，数十位村民戴着
口罩在各自岗位上忙碌。
“ 既 能 赚 钱 ，还 能 顾 家 ，在 这 里 工 作 很
好。”袁海华是官塘村 2 组贫困户，因家庭束缚
无法外出务工，一直靠丈夫做泥瓦工赚钱，但
受疫情影响，丈夫时常无活可干，压力剧增。
如今她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有效缓解生活压
力。
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增收，该村与县内荣
浩电子厂达成协议，由村里提供场地、电子厂
提供设备，建设扶贫车间，让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
村支书袁勇启介绍，通过前期摸排调查
发现，村内共有 300 余名贫困村民想就业，疫
情解封后 200 余人已外出务工，剩下的可全部
在扶贫车间就业。
据了解，为防止群众因“疫”返贫、致贫，
今年以来，该县通过贷款财政贴息、优惠税收
等政策，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加大对贫困劳动
力招聘力度，并通过扶贫车间、农村合作社、
种养大户等吸纳贫困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家
门口就业增收。同时，抢抓咸九高速公路、富
水湖综合开发等项目施工机遇期，倾斜吸纳
贫困劳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已有上万贫困劳力
实现家门口就业。
“ 政 府 政 策 好 ，我 今 年 一 次 性 养 了 8 头
牛。”陈敬木是余长畈村贫困户，得知县内农
业产业奖补政策后，更加激发了发展产业致
富的动力与信心。陈敬木还是当地生态护林
员，每年可领 4000 元工资。
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该县制定出台了
农业产业奖补方案、增设了扶贫专岗，并继续
发放小额扶贫贷款，适当延长受“疫”影响的
贷款偿还期，鼓励、推动群众发展产业。同时
依托线上、线下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加大扶
贫产品销售力度，
让贫困户实现增收。
此外，该县将在去年无劳动能力贫困人
口纳入社会保障兜底范围基础上，动态调整
一批低保对象，将受疫情影响的贫困人口予
以兜底保障。
“要始终紧绷脱贫攻坚之弦，全力将疫情
影响降到最低。”县扶贫办主任成军说，将以
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严防群众返贫、致
贫。

通山多措并举助贫困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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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将招聘会开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
者童金健、通讯员杜洁报道：
“这
个活动太及时了，为我们这些有
务工需求的人提供了便利！
”
4月
11 日一大早，
在赤壁雍景新城小
区，一名正在家门口了解招聘信
息的群众说。原来，赤壁市人社
局正在这里举办企业招聘会。
记者看到，活动现场设置了
求职登记和就业指导两个服务
点，前来登记咨询的群众络绎不
绝。据统计，
活动现场提供了 10
余家本地优质企业的200余个岗
位，
现场登记求职信息30余条。
“疫情防控不放松，就业服
务不打烊！”赤壁市人社局局长
汪成敏介绍，为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就业工作，该局正在积极探
索“稳就业、扩就业、保民生”的
新途径与新方法，后续计划陆续
在该市各小区、乡镇开展一系列
小型就业服务活动，将招聘会开
到求职者家门口。
今年，赤壁市人社局还将通
过
“搭建平台、社保减免、稳岗返
还、就业补贴及扶持创业”等一
系列举措进一步帮助企业减轻
负担，刺激企业吸纳就业；畅通
失业保险金申领渠道，放宽失业
保险申领期限，切实保障失业人
员的基本生活；动态调整就业困
难人员认定标准，将受疫情影响
人员纳入就业援助范围，及时为
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援助。

整治环境，治一治“不了了之”
○ 邓昌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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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捐助故事讲述大爱无疆
（详见第四、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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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报以《环境整治，你
行动了吗？
》为题，整版报道市区
20 个突出环境问题的整改进展
情况（详见第六版）。
遗憾的是，整治情况很不理
想。从记者实地探访的情况来
看，只有约半数的问题开始整
治，且进展缓慢；其余的问题依
然如故，大有让问题“不了了之”
的意思。
所谓“不了了之”，是指用不
能了结事情的办法去了结。简
单地说，就是试图以“拖”和“躲”
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事实上，4 月 3 日，我市结合
全国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
召
开专题部署会，同时通过媒体对
市区存在的 20 个突出问题进行
了曝光，一并明确了整改责任单
位。按理说，各责任单位应该立
行立改，
尽快落实见效，
但十几天
过去了，
一些单位依然无动于衷，
这就是典型的不作为、
慢作为。
值班总编：
张大乐

要知道，开展以整治环境为
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
发出的重要号令，是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和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
对咸宁而言，既是当前巩固疫情
防控持续向好态势的需要，也是
今年我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考核的需要，还是我市纵深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需要。
因此，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必须治一治这种
“不了了之”
。
望有关责任单位迅速行动，
用整改实效体现担当作为。望
有关部门加大督查力度，对那些
刻意不作为、慢作为的单位，有
必要启动问责机制，以倒逼各责
任单位做问题的“终结者”，而不
是
“甩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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