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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02020年第一次会议年第一次会议

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2 月 28 日，县委书记王杰
主持召开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
121 次（扩大）会议暨县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 9
次会议。

会议学习了 2 月 26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农业
生 产 工 作 作 出 的 重 要 指 示 精

神，传达了市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全市进一步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全市农村
工作和扶贫开发工作视频会议
精神，研究了我县贯彻落实意
见。

王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和批示精神，充分体现
了对大局大势的精准判断，对
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体现了

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体现了
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
我们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
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经过全县上下持续不懈的艰苦
努力，我县疫情平稳可控、趋势
向好。但要清醒认识到，疫情
尚未结束，警报并没有解除，必
须毫不放松抓防控，尤其是防

输入。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 到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上
来，深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与
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
关系，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的总要求，实行分区分级精准
化防控，因时因势动态化防控，
积极稳妥推进复工复产，不误
农时抓好春耕生产，全力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消费

提振内需，千方百计稳岗就业，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要抓
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统筹
推 进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确保“两手抓、两手硬”，把
疫情造成的时间损失、工作损
失、发展损失夺回来，奋力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王杰主持召开县扶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王杰主持召开县扶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彭
璐）2 月 28 日，县委农村工作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召
开 2020 年第一次会议，传达学
习有关指示精神、听取有关汇
报、审议有关事项。县委书记
王杰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
长向业顺等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全市农村工作暨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对全国
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
学习了 2020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
王杰要求，要深刻认识今

年“三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
增强抓好“三农”工作的紧迫
感。要抓紧抓实“三农”工作的
重点任务，全力推动“三农”工
作取得新进展，特别是当前要
抓好春耕春播工作。要加强组
织领导，确保“三农”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要以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抓脱贫攻
坚，促进经济社会和“三农”的
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坤）2 月 28 日，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吕英主持召开县第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副主
任刘大敏、任江河、唐太成、王天
文、龚剑雄参加会议。县政府副
县长徐燕，县法院院长杨光明，
县检察院检察长欧伟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县人大监察法
制委关于2019年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县商
务委关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县
商务委员会工作的评议意见》整
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县政府关于

《县人大常委会对<县人民政府
关于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
用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等。

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吕英要求县人大（下转第二版）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

研究部署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研究部署今年脱贫攻坚工作

把时间抢回来 有序推进项目复工
王杰调研城市建设项目复工时强调王杰调研城市建设项目复工时强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3月3日，县委书记王杰对城
市建设项目复工复产情况进行
检查调研，要求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推进项目
建设安全有序进行，加快城市建
设步伐。

王杰深入华信·逸江苑、白

鹭半岛、学府大道、德邦·世纪滨
江项目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施
工建设现场，就城市建设项目复
工复产情况进行实地检查调研。

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的影响，自2月22日以来，县城
乡建委积极组织城市建设项目
复工复产。截至（下转第二版）

全力以赴抓好全力以赴抓好““三农三农””工作工作
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 鲁诗勤）3 月 1 日，全县农村
工作会议和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召开。县委书记王杰，县委副书
记、县长向业顺，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吕英，县政协主席周传明等
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
政协全体在家领导参加会议。

王杰指出，这次疫情对秀山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必然是暂
时性的、有限的，不会改变秀山
发展稳中向好、持续向好的趋
势。我们既要深刻认识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经济社会
大局稳定，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又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加
强经济运行调度，聚焦疫情对经

济运行带来的影响，扎实做好应
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工作。

王杰强调，目前，我县复工
复产工作有序推进，务必要增强
信心、坚定决心，抓紧抓实经济
社会发展恢复期各项工作，统筹
全年抓好当前，积极推进复工复
产、加快实现达产增效，着力保
障基本民生，全（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2月28日，县委书记、县扶贫
攻坚领导小组组长王杰主持召
开县扶贫攻坚领导小组 2020 年
第2次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市农村工作
和扶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学习了市扶贫办《关于印
发<坚决保障脱贫攻坚任务圆满
完成扎实推进脱贫攻坚项目建
设的六条措施>的通知》，审议相
关议题。

王杰强调，要提高思想认
识，充分把握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的政治任务，开足马力推
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尽可能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
工作的影响。要坚持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决
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
不等待、不观望，坚定信心、自加
压力，一鼓作气、乘胜而上，确保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要细化工作举措，着力补齐短板
弱项，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要压实攻坚责任，始终保持攻坚
态势，坚决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王杰指出，当前，脱贫攻坚
正面临疫情防控的巨大考验，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
于担当作为，奋力做好分内之
事。要严格执行“四个不摘”要
求，切实担负起“县抓落实”的政
治责任，发挥好县扶贫攻坚领导
小组“双组长制”优势，深入落实
县、乡、村三级书记齐抓共管责
任制，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责任体系。要持续发挥
“1+4+10+16+27”指挥体系作
用，层层传导责任、层层作出示
范、层层厉行监督；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特别是“两不愁三保
障”主管部门务必主动作为、履
职尽责，共同凝聚起强大攻坚合
力。要坚持尽锐出战，推动各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
全员出动、全力以赴，共同打好
这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战
役。要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着力解决
扶贫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
出现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坚决防
止和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要关心关爱基层扶贫干部，
做好防疫物资调配，为脱贫攻坚
圆满收官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重庆分社来秀调研采访新华社重庆分社来秀调研采访
》》》》详见二版

》》》》详见二版

》》》》详见二版
徐燕慰问驰援湖北医生家属徐燕慰问驰援湖北医生家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我县召开文化和旅游发展电视电话会议我县召开文化和旅游发展电视电话会议
》》》》详见二版

金融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现场会强调金融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现场会强调

帮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渡难关帮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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