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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党员干部开展主题教育志愿服务活动市管党员干部开展主题教育志愿服务活动

汪鸣来秀调研武陵山城镇群物流业发展情况时指出汪鸣来秀调研武陵山城镇群物流业发展情况时指出

以案为鉴以案为鉴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12月2日，县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案四说”警
示教育会在县基层干部廉政教
育基地召开。县委、县人大、县
政府、县政协全体党员领导干部
等 40 余人参加。县委书记王杰
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体同志参观了我县基层
干部廉政教育基地，系统回顾
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程，集
中观看了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
果，通过一系列震人心魄的真
实案例，大家既学习了正面典

型的精神风范，又反思了反面
典型的惨痛教训，教育意义深
刻。

王杰指出，党员干部必须旗
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
表率。要保持政治定力。牢固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做到
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
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
止的坚决不做。要强化组织观
念。服从组织安排，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违背组织决
定，不搞非组织活动，不说违背
党的原则的话，不干违背党的

纪律的事，不做破坏党的规矩
的人。要心系人民群众。坚持
和群众“坐一条板凳”，真诚倾
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
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

王杰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坚
定不移重规矩，做遵纪守法的
表率。要自觉锤炼党性。严格
自警自省，经常对照初心使命、
党章党规、人民期待、先辈先进
检视自己、端正行为，不断强化
纪律观念，内化为修身做人的
基本遵循，外化为干事创业的
行动标尺。要正确行使权力。
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

予的，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
权、廉洁用权，坚守政策规定的

“底线”，严守党纪国法的“红
线”。要保持廉洁自律。自觉把
党纪国法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视为“高压线”，把廉洁自律规
定视为“警戒线”，确保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耐得住清贫、经
得住诱惑、守得住气节。

王杰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传
导压力强化监督，做责任担当
的表率。要严格责任落实。认
真落实督查、考核、巡察等制
度，定期听取汇报、分析形势、
解决问题，强化抓从严治党第

一责任人的意识，认真落实职
责范围内的责任，既抓业务，又
抓廉政。要严肃执纪问责。秉
持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坚持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把
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

“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腐
败。要深化作风建设。紧盯元
旦、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探索
完善行之有效的措施办法，注
重防范“节日腐败”，紧盯脱贫
攻坚、涉农补贴补助、征地拆迁
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强化日常监督
检查。

暨县政府党组暨县政府党组20192019年第年第77次次（（扩大扩大））会议会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坤） 12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一行
来秀，就渝东南武陵山城镇群物
流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
府口岸物流办主任聂红焰，县委
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付强，
县政府副县长林成芳陪同调研。

调研中，汪鸣、聂红焰一行
先后前往县物流园区规划展览
厅、电商孵化园、300 万吨战略
装卸点、电商云仓以及县工业
园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
介绍，详细了解我县区位条件、
产业现状、电商发展、要素优势
等。

2009 年以来，我县紧紧抓
住国家提振物流产业和实施武

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试点工作的机遇，按照“立足秀
山、服务武陵、辐射全国”的发
展理念，规划占地 6 平方公里，
以专业市场为核心，铁路物流
为重点，仓储配送为依托，建设
集交易配送、仓储、加工、电商、
会展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
物流园区。园区“因物流而起，
随商贸而兴，发展农村电商而
全国知名”逐步构建起辐射周
边 300 公里范围、18 个区市县、
800 万人口的商贸物流网络，为
全国多省市交界地区融合发
展、“老少边穷”地区提质发展、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树立
了典范，有力地推动了武陵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

工作。
汪鸣表示，秀山地处渝、

湘、黔、鄂四省(市)边区结合部,
是重庆市东南门户,武陵山区重
要的旅游集散地和物资集散地,
物流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希望
秀山进一步明确战略定位、理
清发展思路，依托自身优势，做
好枢纽、电商文章；要看清市场
与发展方向，积极推动物流资
源信息的有效衔接与共享整
合，创新物流联动新模式；要变
区位优势为要素优势，主动服
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全市
发展大局，找准突破口，聚集产
业要素，优化组织服务，谋求物
流产业高质量规模扩张，助力
秀山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坤）12 月 2 日，市政府口岸物流
办主任聂红焰一行前往隘口镇，
开展“访深贫、促整改、督攻坚”
活动，并向该镇捐赠了10万元帮
扶资金。市商务委扶贫集团驻
隘口镇工作队队长曾诚，县政府
副县长林成芳参加活动。

活动中，聂红焰一行先后前
往隘口乡村扶贫产业园、富裕

村等地，实地了解隘口镇脱贫
攻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和项
目推进情况。

聂红焰对隘口镇脱贫攻坚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该
镇广大扶贫干部满怀激情、善于
作为、干事创业的精神，给人留
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将持续关注
隘口镇发展，用力、用心、用情做

好帮扶工作。同时，也希望隘口
镇充分利用好产业扶贫资金，以
此推动扶贫产业发展，让贫困户
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隘口镇期间，聂红焰还看
望慰问了当地贫困户，详细了
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经
济来源等，鼓励他们不畏困难、
勤劳致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
幸福生活，力争早日脱贫。

县政府召开第县政府召开第6464次常务会议次常务会议

我县召开我县召开““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题教育““以案四说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警示教育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茜）12月4日，县长向业顺主持
召开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64次
常务会议，研究审议相关事项。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县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

《秀山县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20年
计划草案的报告（送审稿）》《秀
山县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送审稿）》《秀山县2020年重点
项目、重大储备项目及目标责任
制方案（送审稿）》等议题。

当天还召开了县政府党组
2019年第7次（扩大）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县人民政

府党组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的报告（送审稿）》、

《关于县人民政府党组2018 年
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的报告（送审稿）》《中共秀山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党
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
民主生活会实施方案（送审
稿）》《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党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检
视剖析材料（送审稿）》《中共秀
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
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方案（送审
稿）》。

聂红焰到我县开展脱贫攻坚调研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12 月 2 日，县市管党员干
部开展了主题教育志愿服务活
动，义务清理垃圾，为城市保
洁。

中和广场是县城的一处休
闲广场，人流量多，环境保洁工
作量大。县委书记王杰、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吕英、县委副书
记田国华等市管党员干部佩戴
党徽、手持铁夹和垃圾袋，仔细
捡拾丢弃在绿化带中的烟头、
纸屑、杂物等生活垃圾。并不

时与路人交谈，引导市民讲文
明、爱卫生、营造美丽家园，用
实际行动诠释初心，担当使命，
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活动中大家亮出身份，用
实际行动为城市保洁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通过开展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大家一致表示，将
继续在主题教育中，强化责任
担当，坚守为民初心，真正做到
把开展主题教育与各项工作结
合起来，确保“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向业顺到重庆东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调研时强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
帆）12 月 3 日，县委副书记、县
长向业顺率县政府办、县经济
信息委、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县生态环境局、县住房城乡建
委等单位负责人到重庆东星炭
素材料有限公司调研。县政府
副县长陈宏波参加。

向业顺来到公司生产区，
听取了企业发展与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汇报。据介绍，重庆东
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于2009年
成立，公司注册资本金 1.66 亿
元，总投资 5 亿元，占地面积
313 亩，属国家鼓励类发展产
业，设计年生产炭素制品10万
吨，其中，高石墨质炭电极6万
吨，石墨电极2万吨，炭石墨化
制品2万吨。

向业顺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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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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