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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第县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第33次会议次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3 月 24 日，县委书记王杰主
持召开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125
次（扩大）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 3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了重庆市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动员大会精神，
研究部署全县统筹抓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
点工作。

会议审议了《关于成立落实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
看”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送审稿）》《我县中央第
四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

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方案》
和《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
问题整改落实方案》。

王杰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刻
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不麻痹、不厌
战、不松劲，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
抓到位，不断巩固和拓展来之不
易的持续向好形势，努力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确保
实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要全面落实外防输
入重点任务，更快更好恢复经济
社会秩序，全力提高复工复产效
率。要全力抓好工业经济，精准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上下游协同等

问题，强化用工、资金、能源、原材
料等要素保障，提高企业达产
率。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谋划
储备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加速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在建项目
投资放量。

王杰指出，抓好专项巡视“回
头看”反馈意见和成效考核问题
整改落实，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市
委、市政府部署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
体现，是全面提升脱贫质量的有
力举措，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迫切需要。全县上下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强化
责任担当，坚定必胜信心，紧盯薄

弱环节，集中力量补短板、强弱
项，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脱贫
攻坚各项工作，确保如期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立即行动，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推动整改落
实，清醒认识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立即行
动、迅速整改，重点抓好中央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
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
整改，一并解决好疫情带来的
新问题。要压实责任，围绕巩
固提升“两不愁三保障”等，建
立 问 题 、任 务 、责 任“ 三 张 清
单”，定任务、定时间、定责任

人，项目化、事项化推进。乡镇
（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
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
成员要共同履职、靠前指挥，各
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切实担负起抓整改的具体
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
责任，聚焦重点问题。要统筹
推进，把整改与脱贫攻坚日常
工作结合起来，以抓好问题整
改为契机，坚决克服疫情影响，
扎实推进挂牌督战，全力攻克
深度贫困，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稳定脱贫政策，保持决战决胜
状态，打好脱贫攻坚总攻，确保
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

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彭
璐 方 倩）3月23日，全县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
2019年全县宣传思想工作，安排
部署 2020 年全县宣传思想工
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毅，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付
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天
文，县政协主席陈慧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全市
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对2019年度
宣传思想工作先进集体及先进
个人进行了通报表彰。

周毅指出，过去一年，在市
委宣传部有力指导和县委坚强
领导下，全县宣传思想坚持把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这条主线，奋发有为、开
拓进取，推动各方面工作迈上新
台阶，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周毅强调，大家要深入学习
领会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
论述，做到学思践悟、学以致用，
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
的重要思想。要原原本本学，在
学深学透上有新感悟。要及时
跟进学，在常学常新上有新升
华。要融通贯通学，在深化转化
上有新进步。要结合实际学，在
真学真用上有新成效。要深刻

把握今年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新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工
作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围绕首
要政治任务、紧扣全年工作主
线，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
效。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
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做好新
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能力水平。

付强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做
到学思践悟、学以致用，自觉承
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定
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
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
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
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
断强起来。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县税务局工作动员会县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县税务局工作动员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坤）3 月 24 日，县人大常委会组
织召开评议县税务局工作动员
会，安排部署评议工作。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吕英，副主任龚剑雄
参加动员会。

据悉，评议工作将一直持续
到今年 10 月。评议内容包括贯
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情况，贯彻落
实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情
况，落实县人大决议决定和办理
代表建议情况，加强领导班子、
机关队伍建设、廉政建设，依法

履行职责情况，加强税收征管、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情况等五个方面。

吕英指出,工作评议作为宪
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常委会的一
项重要职权，是代表人民进行监
督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进部
门工作的有力举措，希望县税务
局全体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开展
这次评议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严肃对待、消除顾虑，积极配合
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好本次评议
工作。

吕英要求，要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地
抓好工作评议。要把握和处理
好工作评议与县委中心工作的
关系，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要把握和处理工作评议与
部门日常工作的关系，做到两不
误、两促进。要把握和处理评议
工 作 小 组 与 被 评 议 部 门 的 关
系。明确职责任务，互相尊重、
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形成合力，
共同把评议工作做好。要将整
改贯穿到工作评议的始终，确保
整个评议工作的质量。

王杰主持召开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王杰主持召开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 125125 次次（（扩大扩大））会议时强调会议时强调

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

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

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
一年清明时。为弘扬优良传
统、保护生态环境、培育文明
新风，巩固疫情防控持续向
好形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我们倡议：

文明祭扫。倡导以网上
祭扫、家庭追思等方式，怀念
逝者、寄托哀思。提倡献一
束花、敬一杯酒、植一棵树、
讲 一 段 往 事 等 方 式 怀 念 先
辈，不搞封建迷信，告别祭扫
陋习。讲好先辈故事，树立
良好家风，营造文明社会新
风尚。

节俭祭扫。弘扬中华民
族“尊老、敬老、爱老、孝老”
的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
的新观念，提倡老人在世多
孝敬、离世祭祀不攀比。倡
导从俭办丧、节俭祭扫，反对
铺张浪费，以节俭方式追思
故人，让逝者安息，让生者无
憾。

环保祭扫。树立环保意
识，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禁燃
禁放和市容管理有关规定，
不在道路两侧和楼道等地焚
烧冥纸，不在山林、草场、墓
地等烧纸焚香，形成绿色环

保祭扫新风尚。提倡绿色低
碳出行，爱护自然环境，让传
统节日回归清净与文明。

安全祭扫。清明期间，
全市所有殡葬服务机构已暂
停集中祭扫、集中公祭等集
体性活动；已暂停骨灰寄存
堂、骨灰塔陵园等相对封闭
的室内场所祭扫服务；公墓
（陵园）严格实行预约、限量、
分时、错峰祭扫。敬请大家
自 觉 遵 守 疫 情 防 控 有 关 规
定，防止人员扎堆祭扫，不给
疫情传播可乘之机。提倡文
明行车，不乱停乱放，不为疫
情防控添堵。严格遵守森林
防火和消防安全等规定，确
保安全祭扫。

祭扫是一种形式，是对
先辈的怀念和尊重；文明是
一种风尚，是时代发展进步
的体现。让我们积极行动起
来，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
起、从现在做起，以文明祭祀
的方式追思先辈、祭奠逝者，
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和践行
文明祭扫新风尚贡献力量！

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文明办

2020年3月24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
俊）3 月 24 日，县扶贫攻坚领导
小组召开 2020 年第 3 次会议，
传达相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
议题，研究部署今年脱贫攻坚
工作。县委书记、县扶贫攻坚
领导小组组长王杰主持会议，
县委副书记、县长、县扶贫攻坚
领导小组组长向业顺，县委副
书记、县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副
组长田国华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市中央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意
见和国家反馈2019年重庆市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问题整改落实
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以及李
波副市长到隘口镇挂牌督战工
作指示精神。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工作措施清单》《关于成立
落实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反馈意（下转第二版）

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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