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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召开第县人民政府召开第7171次常务会次常务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 鲁诗勤）3 月 19 日，市政府副
市长李波来秀挂牌督战隘口镇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县委
书记王杰，县委副书记、县长向
业顺，县委副书记田国华，县政
府副县长陈爱党陪同检查指导
或参加座谈。

李波深入隘口镇，考察了隘
口镇新院村茶叶加工厂、隘口乡
村产业扶贫园、百岁村大席场茶
叶基地，走访了百岁村未脱贫户
杨光敖，并在新院村便民服务中
心召开市商务委扶贫集团挂牌
督战隘口镇脱贫攻坚工作座谈
会，听取了我县脱贫攻坚工作、
攻克隘口深度堡垒情况汇报和
市商务委扶贫集团对口帮扶隘

口镇情况汇报。
近年来，我县坚持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
加快把秀山建设成为重庆东南
重要门户、武陵山区践行“两山
论”的样板，经济总量、城乡居民
收入大幅提升。累计脱贫16648
户 69922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32%。今年以来，我县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紧盯全年目
标不动摇，谋开局、稳起步，统筹
推进战“疫”战“贫”两手抓、两手
硬、两不误，全力恢复经济社会
发展秩序，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稳中向好。市商务委扶贫集团
对口帮扶我县以来，为隘口镇规

划脱贫攻坚项目 147 个，总投资
40241.1 万元。目前，已开工 143
个，完工 111 个，完成投资 34120
万元，投资完成率84.8%，推动了
隘口镇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扎实
开展。目前，隘口镇建成中药材
基地11400亩、茶叶基地7700亩、
核桃基地11000亩，基本实现“一
村一品”，建卡贫困户和一般农户
实现产业全覆盖。对未脱贫户、
边缘户、脱贫监测户都逐户制定
帮扶计划，加强动态监测和帮扶，
确保年内实现高质量脱贫。

李波充分肯定了隘口镇脱
贫攻坚工作。他要求，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
贯彻落实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
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市委、市政府
工作要求，把今年脱贫攻坚各项
任务落实好、完善好，打好收官
战。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坚持目标不动摇，
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面脱贫。
要按月报送挂牌督战进度，坚持
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不能
为脱贫而脱贫，不能搞数字脱
贫，防止边缘人口返贫、致贫。
要坚持尊重规律，反对盲干，按
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培
育致富产业，促进产业持续发
展。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
落实企业社会责任。要强化基
础设施建设，优化政务服务，营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要全力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强
化政策保障，强化教育扶贫、医
疗扶贫，实现稳定脱贫，让贫困
对象可持续发展。要加快扶贫
项目建设，搞好消费扶贫、金融
扶贫，进一步探索电商扶贫经
验。对未脱贫人群、返贫风险人
群、致贫风险人群要加强动态监
测，因户施策，逐户制定帮扶计
划，实施精准帮扶，激发内生动
力，提高致富能力，确保年内实
现高质量脱贫。要推进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多思
考、多探索，多出有用的经验、建
议，提供好的工作方法。

市政府副秘书长汪夔万，市
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参加挂牌
督战。

全县党务暨组织工作会召开全县党务暨组织工作会召开

持续用力抓产业 助农增收稳脱贫

副市长李波来秀挂牌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副市长李波来秀挂牌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王杰调研指导钟灵镇产业发展时强调王杰调研指导钟灵镇产业发展时强调

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杨 俊）3 月 18 日，县长向业顺
主持召开十七届县人民政府
第 71 次常务会议，传达有关会
议精神，研究审议相关事项。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的重要讲
话、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
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会议研究审议了《关于抓
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
见（送审稿）》《秀山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 2020 年招商引资工
作实施意见（送审稿）》《秀山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020 年重
点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送
审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
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工作方
案（送审稿）》《官庄等五个镇
街“四好农村路”联络线改建
工程规划设计方案（送审稿）》
等议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3月18日，县委书记王杰
到钟灵镇调研指导贫困村产业
发展工作，他强调，产业是增收
的保障，核心在机制，关键在管
护，要紧紧围绕中药材和茶叶
两大主导产业，加强基地建设，
抓好产业发展，促进群众持续
稳定增收，深化和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王杰首先来到秀山钟灵生
态牧业有限公司，了解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该公司位于钟灵
镇新厂村，是通过“专业合作

社+村级集体经济+公司”的发
展模式建立的一家合资合营企
业，主要从事蛋鸡养殖，吸纳了
当地 18 户建卡贫困户入股经
营，养殖规模存栏蛋鸡 30000
只。目前，公司已投入建设资
金 240 万 元 ，存 栏 蛋 鸡 10000
只。自 2 月中旬产蛋以来，每
天产蛋量近 8000 枚。公司在
建立之初就加大了科技投入，
除包装存放和投食外，公司其
他养殖过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生产。目前，公司正积极申报
产业 CS 认证，寻（下转第二版)

加快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快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3 月 19 日，县委书记、县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
杰主持召开县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精神和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九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全
县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情况汇报。审议了《秀山
自治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20 年工作要点（送审稿）》《秀
山自治县 2020 年县级重点改革
项目督察计划（送审稿）》《秀山
自治县 2020 年改革经验总结复
制推广计划（送审稿）》。

王杰指出，全县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
贯彻中央和市委深改委会议精
神，准确把握中央改革部署和
市委改革工作要求，加快完善
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不断
提高我县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以此次
疫情防控为契机倒逼改革，进
一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武陵山

区医疗卫生高地建设，全面提
升医疗卫生水平和重大疫情防
控能力。要围绕人民群众最期
盼最关切的问题，用改革的思
维和方法来解决各种矛盾问
题，让更多的改革成果惠及人
民群众。要牢牢抓住制度建设
这条主线，更加注重改革的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促进各
领域改革任务系统集成、协同
高效，让改革更加符合中央精
神。要聚盯重大改革项目抓落
实，确保改革沿着正确轨道稳
妥推进、取得实效，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杰指出，当前，全县疫情
趋势平稳向好，经济社会秩序快
速恢复。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
认真梳理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
出来的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改革发
力、法治同行，深化重大疫情防
控和公共卫生领域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健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
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坚决守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王杰强调，今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坚
决落实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和市
委改革工作要求，紧盯重点改
革任务，细化工作举措，认真组
织实施，蹄疾步稳地推进各项
任务的落实。要围绕在推进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
机制；围绕在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完善内
陆开放高地建设体制机制；围
绕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发挥示范作用，健全完善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体制机
制；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
善创造高品质生活体制机制；围
绕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完善脱
贫攻坚、污染防治、重大风险防
范化解体制机制；围绕在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展现
作为，完善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机
制；围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
治生态，完善政治和党建领域体
制机制，把握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统筹谋划、协同
推进，确保各领域改革都做到改
有所进、改有所成。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
丽华 田孟艳）3 月 19 日，我县
召开2020年全县党务暨组织工
作会，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许颖
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

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
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全国、
全市组织部长会议精神，牢牢
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这个根本原则，牢牢把握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个时代要求，牢牢把握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使命担
当，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
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
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着力
建设忠诚干净担（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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