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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我县66个村入选个村入选““国家森林乡村国家森林乡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按照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
一安排，3月3日至4日，市督导
组来秀督导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工作。

3 月 3 日，督导组听取了我县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
作情况汇报。3月4日，督导组在
县委书记王杰、县委副书记田国
华、县政府副县长陈爱党陪同下，
深入隘口镇、清溪场镇、工业园
区、物流园区，实地督导了我县应
对疫情、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举措，
脱贫攻坚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驻
村帮扶、消费扶贫、产业扶贫、扶
贫项目复工复产、扶贫车间务工
就业、东西扶贫协作、中央单位定

点扶贫开展情况，“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并
就筹备召开中国社会扶贫网现场
会相关事宜进行了调研指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系列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把
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要的
工作抓紧抓实抓细，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完善工作
举措，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总
体形势平稳可控，连续41天无新
增病例，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县委、县政府紧盯年初确定的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按照市扶贫
开发领导工作要求，坚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围绕

“四个不摘”，始终保持攻坚态势，
着眼“科学应对”，扎实做好摸底
分析，抓住“当务之急”，抓实抓细
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各类
问题一体整改，聚焦“底线目标”，
动态解决突出问题，坚持“自查自
纠”，主动开展扶贫审计，深化东
西扶贫协作，加快推进扶贫项目
开工复工，全面落实帮扶措施，帮
扶贫困群众就近就业，抓好春季
农业生产，大力开展消费扶贫，抓
实抓牢小额信贷，务实开展社会
扶贫，统筹推进战“疫”战“贫”两

手抓、两手硬、两不误，全方位打
响脱贫攻坚收官战，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督导组对我县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给
予肯定，认为我县在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中政治站
位高，工作部署早、措施实、效果
较好。要求精心准备好全国互联
网+社会扶贫现场会，抓好公益
扶贫、消费扶贫、就业扶贫、致富
带头人培训和乡村旅游，展现秀
山特色。要深度抓好东西部扶贫
协作，强力推进中央单位定点扶
贫，扎实抓好驻村帮扶，推进消费
扶贫、劳务协作、就业扶贫。要持
续关注疫情防控对贫困劳动力转

移就业的影响，新增公益性岗位，
抓好扶贫车间建设，提供用工需
求，确保有意愿务工的贫困劳动
力 100%能务工，不因疫情而失
业。要重点关注特色种养殖，帮
助寻找新的就业门路，要加大消
费扶贫力度，着力解决农特产品
卖难问题。要用好消费扶贫、扶
贫车间建设方面的政策，不断扩
大小额信贷增量。要抓好扶贫项
目的开工复工和各类问题整改，
坚持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手
抓、两手硬、两不误，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全面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县委副书记、县长向业顺参
加汇报座谈。

涉及涉及2424个重点项目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总投资6060..11亿元亿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孔
欢）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公布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
单，我县共有 4 个村入选，分别
是钟灵镇凯堡村、石耶镇鱼梁
村、海洋乡岩院村、大溪乡丰
联村。加上第一批入选的清
溪 场 镇 大 寨 村 、梅 江 镇 民 族
村，全县累计 6 个村入选国家
森林乡村。

据了解，“国家森林乡村”
是指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好、

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
郁、森林功能效益显著、涉林产
业发展良好、人居环境整洁、保
护管理有效的生态宜居乡村。

开展国家森林乡村建设
旨在示范带动乡村绿化美化，
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根据《国家
森 林 乡 村 评 价 认 定 办 法 ( 试
行)》，被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
的单位可按照统一标识制作
和使用国家森林乡村牌匾。

付强:做好援企稳岗返还资金发放工作

王杰调研凤起中学建设管理工作王杰调研凤起中学建设管理工作

向业顺到石堤片区调研我县集中开工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我县集中开工一批重点建设项目

市督导组来秀督导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市督导组来秀督导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 鲁诗勤）疫情防控、生产发展

“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3月5
日，我县在洪安边城三省风情街
项目现场举行2020年一季度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一
批重点建设项目。

县委书记王杰宣布一季度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县委副书记、县
长向业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吕
英，县政协主席周传明出席开工
仪式。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
县长付强主持开工仪式。县委、

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有
关领导，项目涉及乡镇（街道）主
要负责同志，县级有关部门及单
位主要负责人，项目业主单位、施
工单位代表参加开工仪式。

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共
24个，总投资60.1亿元，年度计划
完成投资47.3亿元，涉及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和城乡建设等多个
方面。其中：医疗民生领域项目2
个，年度投资7090万元；交通项目
3个，年度投资6亿元；旅游项目1
个，年度投资3亿元；水利项目2

个，年度投资2.1亿元；教育项目1
个，年度投资3500万元；城建项目
4个，年度投资25亿元；工业项目
8个，年度投资8.3亿元；农业项目
2个，年度投资8775万元；商贸物
流项目1个，年度投资1亿元。

向业顺在开工仪式上作致辞
讲话。他说，项目建设对经济工
作起着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抓
发展就要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
子。去年，我县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137.6亿元，增速14.7%，位居全
市第七，渝东南第（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彭
璐）县委副书记、县长向业顺率
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石堤镇、大
溪乡、海洋乡开展巡河督导，并
对各地产业发展、集镇建设、春
耕春播等情况进行了调研。

向业顺深入酉水河流域各重
要区域和水电站等地，详细了解
河流水质及河长制工作落实情
况。

向业顺强调，推行河长制
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进一步落实新发展理念、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之
策，同时也是秀山未来发展的
需要，是秀山人民对“绿水青
山”的美好期望。各乡镇和各
级河长一定要充分认识推行河
长制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思想站位，不断深化
对河长制的认识理解。要切实

做到守河有责、守河负责、守河
尽责。要按照河长制工作要
求，全面梳理排查问题，切实推
进整改落实。要坚持问题导
向，因地制宜，做到工作创新再
升级，确保河长制工作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向业顺指出，今年是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要在抓疫
情防控的同时，抓好脱贫攻坚，
要对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重点
着力，做好产业基地发展，适度
开发公益性岗位，带动贫困人
口就近就业。近年来，随着我
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县工
业园区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也在
不断壮大，有足够多的企业和
岗位来满足大家的务工就业需
求，各乡镇要加大宣传力度，让
更多的务工人员实现就近就地
务工就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简
训 实习生 龚佳杭）3 月 5 日，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付强深入部分中小企业，调研
企业复工复产及疫情期间援
企稳岗返还资金发放情况。

调研中，付强先后到万方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重庆东星
炭素材料有限公司，了解企业

复工复产情况以及农民工务
工返岗服务开展情况，并为企业
现场发放援企稳岗返还资金。
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与企业对接，做到协调到位、
通知到位、审核到位、发放到位，
切实帮助企业减轻疫情带来的
负担，大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帮助企业增强信心渡过难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3月5日，县委书记王杰深入
凤起中学，调研指导学校教育教
学、建设管理等工作。县政府副
县长徐燕参加调研。

凤起中学是继凤凰中学后，
我县规划打造的又一所精品初
中，于 2019 年 9 月投入教学。去
年秋期学校共招录12个教学班，
招录学生560余人。学校投入教
学以来，推行“全封闭、全寄宿”管
理模式，以“厚德笃学、涵养卓越”
为办学理念，以“狠抓质量、打造
精品”为办学目标，按照“以德立
校、质量强校、特色兴校”的办学

思路，打造精品初中。通过一个
学期的教学探索，成效初步显现。

王杰实地查看了学校硬件设
施建设情况，了解学校办学规模、
师资配备、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情
况。除推行“全封闭、全寄宿”的
管理模式外，凤起中学在建设过
程中积极强化科技兴教，所有班
级都安装了“智慧黑板”，大大提
升了学校教育教学的科技化水
平。目前，学校正严格执行全县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进行线上教
学。

王杰对凤起中学教育教学和
建设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要求，要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强学
校内涵和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
育人环境，不断提升学校办学质
量和特色。相关部门要积极协
助，尽快完成出入学校的道路建
设施工，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要
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与
主管部门、学生家长的沟通联系，
建立科学的防控机制，做到疫情
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两手抓、两
手硬、两不误，科学安排和实施线
上教学，做到停学不停教，停课不
停学，推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
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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