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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到葛麻村宣讲全会精神王杰到葛麻村宣讲全会精神

王杰指导县委教育工委王杰指导县委教育工委、、县教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县教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一鼓作气一鼓作气 确保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如期完成确保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如期完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12月9日，我县召开全县脱贫
攻坚“回头看”全面排查解决突
出问题动员部署暨业务培训会
议。县委书记王杰参加会议并
作动员讲话，他强调，要保持定
力、保持韧劲，一鼓作气、顽强作
战，确保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如期
完成。

县委副书记、县长向业顺主
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吕
英、县委副书记田国华等县委、
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全体在
家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
述、视察重庆和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
于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工作
安排，对全县脱贫攻坚“回头
看”、全面排查解决突出问题作
动员部署，纵深推进“百日攻坚”
行动，扎实做好2019年脱贫攻坚
收官工作，为2020年如期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王杰强调，脱贫攻坚是一场
必须打赢的持久战，全县上下要
高度警惕、坚决防止“厌战”“懈
怠”“侥幸”“烦躁”等不良情绪苗
头，保持定力、保持韧劲，一鼓作
气、顽强作战，确保脱贫攻坚各
项任务如期完成。

王杰指出，开展脱贫攻坚
“回头看”，全面排查和整改脱贫
攻坚突出问题，建立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工作机制，是贯彻落实
精准方略的重要途径，是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市委、市政
府安排布置的一项重点工作，是
做好中央巡视“回头看”、国家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以及国家脱贫
攻坚全面普查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是确保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的必然要求。全县上下要
深刻认识、高度重视，坚决克服疲
软心态和急躁心理，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脱贫攻坚“回头看”工作。

王杰强调，这次脱贫攻坚
“回头看”，旨在全面检视脱贫攻
坚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
实“三落实”，对象精准、帮扶精
准、退出精准“三精准”，义务教
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
全保障“三保障”等情况。要全

面聚焦“三落实”“三精准”“三保
障”，扎实做好责任落实排查、政
策落实排查、工作落实排查、对
象精准排查、帮扶精准排查、退
出精准排查、义务教育保障排
查、基本医疗保障排查、住房安
全保障排查、饮水安全保障排查
和问题整改排查 11 项重点工
作。12 月 15 日前，完成全面排
查；12月20日前，完成分析总结。

王杰要求，全县上下要认真
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压
实责任、创新方式、强化作风，全
方位发力、全覆盖排查、大力度、
快频度、高强度调度推动，高质
量高标准完成“回头看”工作，以
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扎实有效
的工作成果，全力迎接国家检
查，圆满收官今年工作，为 2020

年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
基础。

市商务委扶贫集团驻隘口
镇工作队队长、联络员；乡镇（街
道）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扶
贫办负责人及扶贫专干；县级有
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涉及“两
不愁三保障”和中央、市级巡视、
考核等反馈问题整改单位的分
管领导、业务人员；乡镇（街道）
纪（工）委书记，各派驻纪检监察
组组长；县扶贫攻坚办、县委整
改办及扶贫攻坚督导组全体人
员参加动员会。

动员会后还开展了脱贫攻
坚“回头看”全面排查解决突出
问题业务培训，县政府副县长陈
爱党参加培训会。

吕英主持召开县人大常委会时强调吕英主持召开县人大常委会时强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12 月 5 日，县委书记王杰到
会指导县委教育工委、县教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
主生活会。他强调，要保持政
治坚定、勇于担当作为、狠抓整
改落实，认真做好民主生活会

“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整改
巩固提高主题教育成果，推动
全县教育工作在高质量发展道
路上行稳致远。

民主生活会上，县委教育工
委书记、县教委主任李盛代表
县委教育工委班子作对照检
查 ，并 带 头 进 行 个 人 对 照 检
视。随后，县委教育工委班子
成员先后作检视发言，并面对
面提出建议意见。

王杰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
活会质量高、效果好。县委教
育工委要注重用好本次会议成
果，以民主生活会为新起点，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市委五届七次全会部

署，重整行装再出发，把主题教
育推向深入，把班子建设推向
深入，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
新担当、新作为推动秀山教育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武陵山
区教育高地。

王杰强调，要保持政治坚
定。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落
实在岗位上，体现在行动中，始
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
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
全县教育事业沿着正确方向砥
砺奋进。要持续加强学习。把
学习内化为一种自觉和习惯，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深化思想武装中坚定理想信
念，提高治理能力，增强工作本
领，推动问题解决，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工作成效、发展成果。
要勇于担当作为。涵养为民情
怀，牢记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

担当，把勇担当敢负责善作为
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实际行动
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要保持清正廉洁。认真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担
负起抓班子带队伍的政治责
任，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力。
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从严修
身律己，营造秀山教师系统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狠抓整
改落实。坚持功夫在会外，认
真做好民主生活会“后半篇文
章”，以高质量整改巩固提高主
题教育成果，推动全县教育工
作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
远。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许颖及县委
主题教育第八巡回指导组、县
委主题教育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县委教育工委、县教委班子
成员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

不断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不断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我县召开脱贫攻坚我县召开脱贫攻坚““回头看回头看””全面排查解决突出问题动员部署会全面排查解决突出问题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田
坤）12月5日，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吕英主持召开县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
审议相关工作情况报告。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大敏、任江
河、龚剑雄参加会议。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任强，县政府副
县长、公安局长郑平忠，县政府

副县长陈爱党列席会议。
会上，任强通报了《2019年

全县社会治理和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情况》。听取了《县政
府关于 2019 年度法治政府建
设情况的报告》。吕英表示，
2019年县政府坚持全面统筹，
着力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体
制机制，以法治（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12 月 6 日，县委书记王杰
到联系的清溪场镇葛麻村讲党
课，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

王杰从全会的基本情况，
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
意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
著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全会《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
出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
点任务及如何贯彻落实好全会
精神五个方面，面对面向党员
干部宣讲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

王杰说，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茜）12 月 6 日，县委常委、县政
府党组成员陈山鹰率县水利
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城市管
理局、长兴公司等部门负责人
对我县城区供水建设进行专题
调研。

陈山鹰一行先后到构皮
小区、宜欣宜景苑、上奥中心、
裕康家园等地，听取城区供水
建设情况，实地查看管网改
造、城区二次供水、加装增压
水泵情况，详细了解城区供水
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
陈山鹰指出，各相关单位

要加强协调，明确责任，认真
履责。要正视问题、找准问
题、抓住症结，切实提高城区
保障用水能力。要精准排查、
逐个梳理，详细了解各小区用
水问题，建立工作时间表，注
重长短结合，在县城支干网建
设上下功夫。要理顺机制、多
方联动、加强监督，完善应急
响应机制，落实执法监督。要
着眼长远、强化担当，久久为
功，保障城区居民用水。

陈山鹰调研城区供水建设情况

不断提高班子建设水平 巩固提高主题教育成果

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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