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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5 月 25 日，区委第一巡察组到

横山镇召开巡察横山镇情况反馈意见会，

联系该乡镇的副市长、区委书记雷云到场

听取反馈意见并讲话。横山镇全体镇村

干部参加会议。会上，区委第一巡察组组

长首先通报了该镇巡察情况反馈意见，意

见指出，横山镇在党的领导方面、党的建

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等方面提出了

建议。根据规定，横山镇党委应在反馈之

日起的 2 个月内，向区委第一巡察组报送

整改情况报告。同时，党委主要领导还应

以个人名义报送有针对性抓好巡察反馈

意见落实的履职情况报告。整改结束，要

做好向党内和社会公开整改情况的工作，

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横山镇党委书记朱岩在大会上作表态

发言，他表示，一是高度重视、认真贯彻巡

察工作意见。加强薄弱环节的整改，切实

把巡察组的反馈意见作为推动工作的重

要动力。二是明确责任，切实抓好整改落

实。举一反三，加大工作力度，用整改成

效取信于干部群众。三是清正廉洁，严格

执行党规党纪。认真履行各项工作责任，

着力形成靠制度解决问题和带动工作的

的长效机制。

在听取区委第一巡察组对横山镇的反

馈意见和横山镇表态发言后，雷云指出，

针对反馈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

横山镇要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并严格按

照区委第一巡察组的要求整改到位。同

时对问题也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自查

自纠，不留盲区和死角，把事情解决好。

他强调，横山镇要强化“四个意识”，提升

政治站位，要突出问题导向，坚决立行立

改，要建立长效机制，用好巡察成果，要严

明党的纪律，严格监督执纪，以坚决的态

度、严格的要求、务实的举措，严肃认真、

不折不扣地抓好整改落实。

（曾晓梅）

本报讯 在第 28 个全国助残人到来

之际，5 月 25 日，副市长、区委书记雷云

走访慰问横山镇部分残障人士，为他们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祝福。

雷云来到横山镇石山村车加琼家里，

车加琼从小患病致身体残疾，但她坚强

乐观，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慰

问中，雷云给她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雷云鼓励她要坚强面对挫折，树立信心，

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此外，雷云还叮嘱

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要多探望、多了解、多

关心残障人士的生活需求，积极落实国家

对残障人士的关怀政策，支持残障人士家

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就近就业，这样既

可以照顾家庭又能增加家庭收入。

随后，雷云又来到龚一六和马富兰

家，每到一家，他都详细了解每个家庭的

生活现状及困难，鼓励他们要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战胜困难，好好生活，同时叮嘱

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家庭的生

活，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雷

云表示，残障人士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

群体，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尊重、关心和

帮助。希望残障人士在党和政府的关心

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发扬自强

不息的拼搏精神，努力工作、勤奋学习、

热爱生活。当天，雷云还看望慰问了贫

困户。 （曾晓梅）

本报讯 5 月 20 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管昭带着对残疾群众生活的关心和祝

福，前往保石镇海棠村看望慰问残疾群

众。

保石镇海棠村 3 组村民付佳，患有肢

体三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今年初，生

下一个女儿。管昭详细了解她家的生活

状况及低保补助等情况，要求残联部门

要加大对付佳生活上的帮助，利用政策

平台，给予支持和帮扶。管昭为她送去

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并希望一家人要照

顾好小孩，把孩子抚养成人。

杨忠秀属于精神四级残疾，在她家，

管昭一行与她老伴黄绍富深入交谈，在

详细了解他家的生产生活状况后，为他

家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希望他保重

身体，照顾好患病的妻子。管昭还叮嘱

随行镇村干部，要多关心残疾家庭，给予

生活上的关心，把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

处，带领残疾贫困群众真正脱贫致富。

彭凤患有肢体二级残疾，但她与同患

有残疾的老公自立自强，在水井村做起

了渔具生意，供两个儿子读书。管昭为

彭凤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希望她家

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早日致富奔

康。

当天，管昭一行还对海棠村的脱贫攻

坚工作进行了调研。 （王超）

安居区工业经济
奋力冲刺“双过半”

在进入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时期，

安居工业项目建设也加速进度。记者

近日在位于工业集中发展区的安居现

代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园 建 设 项 目 现 场 看

到，一期 30000 平方米的标准厂房钢架

结构主梁已基本完成，预计 6 月底完成

厂 房 建 设 。 园 区 已 引 进 5 家 企 业 入

驻。据了解，该项目的建成将大力促

进全区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拉动

区域性经济高速增长。图为安居现代

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

赵萍/摄

本报讯 5 月 26 日，国家生态环境部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督查组组长唐宣率督查

组一行，到安居区开展专项督查。副区长曾勇陪同。

督查组一行采取资料查阅、实地查看等形式，全

面核查了安居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划、立、治、保”

工作开展情况，核准问题整改进度，现场督查了白

安河红岩子饮用水水源地和蟠龙河三合碑饮用水

水源地的划定、标志设立、违法问题清理整改、信访

问题等情况。

督查组对安居区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督查中发现的不

足进行了整改指导。同时，督查组希望安居区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决策部署和国家、全省关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专项排查工作的要求，把饮用水安全作为重大的民

生问题，扎实开展排查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

断加大工作力度，全力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的饮用水源安全。 （王超）

全市工业经济暨项目推进会在安居区召开

持续用力 精准发力
推动工业经济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5 月 25 日，全市工业经济暨项目推进会在安

居区召开，会议总结了开年以来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和项

目工作，分析形势，查找不足，并就“双过半”及下半年工

业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副市长陈伐出席会议，副区长

曾勇，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国

玉及各县（区）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分管领导、经信部门

主要领导、分管经济运行或项目工作的领导参加会议。

陈伐一行先后深入广发辐照、云内动力机械和工业

园区标准化厂房等企业，实地调研了安居区工业发展状

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经信委通报了全市工业

经济运行情况，各县（区）分别就 1-4 月主要指标及重点

特色亮点工作推进情况、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汇报。陈

伐对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项目推进高效有力的发展

态势表示肯定。特别对于安居工业发展，陈伐认为，近

年来，安居实现了从农业大区向工业强区的华丽转身，

工业经济有活力，企业自动化程度高，汽车产业链逐步

完善，发展势头值得肯定，经验和做法值得鼓励和推广。

陈伐强调，当前已经进入奋力冲刺“双过半”的关键

时期，各区县要通过“竞进拉练”的方式，在全市形成“比

学赶超抓工业”的浓厚氛围；要通过对比分析，客观认识

全市工业取得的成绩以及面临的挑战，高度重视、重点

推进、加速突破，切实解决工业发展的制约瓶颈，为冲刺

“双过半”打下坚实基础；要突出问题导向，狠抓经济运

行监测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市

场主体培育和品牌创建，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区域协

作能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保障措

施，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发展环境，抓好安全生

产，持续用力、精准发力，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推

动工业经济持续迈上新台阶，为全市经济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赵萍）

邓立到三家镇调研场镇改造升级项目
建设推进情况

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切实提升场镇面貌

本报讯 5 月 25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深入三家

镇，实地调研场镇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要求切

实做好镇域整体规划，按轻重缓急纵深推进场镇改造升

级建设工程，确保项目如期完成，切实提升场镇面貌。

三家场镇建设项目时间为 2018 年 3 月开工建设至

2019 年 2 月竣工，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改造、污水管网、道

路照明、弱电管线和绿化建设工程，截至目前，项目建设

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资金都到位了没

有？项目建设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在施工现场，邓立详

细听取了三家镇在场镇规划及道路交通建设等方面的

情况汇报，实地查看了该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情况

并就场镇改造升级和道路建设与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深

入讨论。

座谈会上，邓立充分肯定了三家镇在场镇改造升级

项目建设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管理机制上的成效，就

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场镇改

造升级项目建设对三家镇发展的重大机遇，深入科学地

制定全镇发展规划，确保规划落地；要认真把握项目建

设的总体要求，按图施工、保证质量，确保项目如期按质

保量完成；要创新工作思路，建立健全项目建设的各项

工作机制，主动、积极谋划场镇改造后的管理机制，同时

结合场镇改造，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确保场镇面貌提档

升级。 （余坤洋）

李劲深入大安乡凉水村调研脱贫攻坚推进工作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促进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 为确保今年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5 月 24
日，区政协主席李劲深入联系村大安乡凉水村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

大安乡凉水村为 2018 年脱贫村，全村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110 户、258 人，已脱贫 41 户、113 人，今年计划脱

贫 69 户、145 人。目前，该村发展有柠檬产业 170 亩，硬

化村组道路 7 公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已全部完成，安

置点公共浴室正在进行内部装潢。

在调研过程中，李劲希望，镇村干部要多在产业上下

功夫，激发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壮大集体经济；要

在“五个一”帮扶上主动作为，加强与相关部门对接，解决

脱贫攻坚中存在的实际困难；要进一步完善水电、道路、公

共浴室等基础设施建设，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当天，李劲还看望慰问了该村 3 户贫困群众，为他们

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

（余坤洋）

国家生态环境部督查组到安居区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全力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

雷云在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横山镇反馈意见会上指出

按照要求不折不扣整改到位

雷云到横山镇慰问残障人士 管昭到保石镇慰问残障人士

5 月 24-25 日，区委巡察情况反馈会相

继在观音镇、白马镇、东禅镇、横山镇召

开，和以往情况反馈会不一样的是，此次

反馈会，主席台上多了一个位置，那就是

联系该乡镇的县级领导也将参加反馈会，

第一时间知晓联系乡镇所发现的问题，从

而进一步压实了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责

任。

据悉，自安居区委巡察办成立以来，区

委主要领导对巡察工作高度重视，明确要

求，交任务、压担子。区纪委书记、区委组

织部长靠前指挥调度，确保巡察工作规范

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共巡察单位 15 个，发

现线索 78 条，处理干部 8 人。

问题发现了，督促被巡察单位整改才

是巡察的目的。巡而不改，不如不巡。区

委高度重视巡察成果运用工作，坚持同频

共振，同向发力，做到巡察与巡视、巡察与

纪律审查、巡察与整改“三个无缝对接”，

目的是达到开展一次巡察、解决一批突出

问题、形成长效机制的效果，从而推动从

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

然而，在巡察整改中，安居区发现，有

些被巡察单位，以文件应付文件，对一些

顽固性、持久性问题，下深水不够，甚至少

数干部对整改抱着“过关”心态，认账很积

极，解决问题“慢半拍”。

如何保障巡察整改见效果？安居区委

决定，所联系县级领导必须参加联系单

位、乡镇巡察组意见情况反馈会，第一时

间知晓自己所联系部门出现的问题，对压

实领导“一岗双责”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让联系乡镇的县级领导参加情况反

馈会，对推动巡视巡察向纵深发展，切实

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

大巡察格局，特别是突出区委常委、区政

府领导在巡察工作中“一岗双责”的落实

有积极的作用，”说起联系县级领导参加

情况反馈会，区委巡察办主任张先果向记

者说道。

记者获悉，安居区紧扣三个环节确保

巡察整改效果，强化县领导“一岗双责”意

识，进一步提升巡察整改的政治导向、政

治站位和政治标准。一是让县级领导做

到巡察问题“心里明”，各单位巡察情况上

报被巡察单位分管县领导，县领导对被巡

察单位存在的问题做到心里明、情况清。

自觉落实“一岗双责”，对抓好被巡察单位

整改落实工作认真思考，提前谋划。二是

反馈会议“压责任”，县领导出席区委巡察

组巡察反馈会，对整改措施提出要求，确

保整改可量化、可检查、可问责。对被巡

察单位压责任，分别从落实“两个责任”

“一岗双责”、六大纪律等方面提出纪律要

求，明确巡察整改政治责任，压实责任链

条。三是整改问题“强督导”，被巡察单位

整改进度每周上报，县领导及时掌握整改

动态，跟踪整改实效，对整改未按时、不彻

底等问题，召开被巡察单位党委（组）会

议，再紧发条，再压担子。对整改中出现

的难点问题、复杂问题，牵头负责，组织协

调相关部门共同会商解决，打通巡察整改

“中梗阻”，确保巡察反馈问题件件有着

落。 （曾晓梅）

安居区创新县级领导参与巡察整改工作机制

“一岗双责”勇担当巡察整改出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