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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第7督导组深入开展督导工作

本报讯（记者沈微）6日上午，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黄楚平到我市江陵县调研投资
和重大项目建设，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六
稳”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
宏观政策机遇，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
措施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确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市委书记何光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钟芝清参加调研。

黄楚平先后考察荆州长江公铁大桥、华
电江陵发电厂、荆州煤炭储配基地等项目现
场，详细了解项目进展，要求在确保质量和安
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完善配套设施，
力争早投产早见效。

黄楚平强调，要坚持高起点谋划项目，
精准对接国家政策，加大汇报力度，争取
更多项目进入国家“盘子”；坚持高质量建
设项目，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
动长江大保护“双十”工程、“四个三重大
生态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坚持高效率推进项目，

加强定时定项定向调度，坚决扫黑除恶，
优化项目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营造良好
投资环境。

调研期间，黄楚平还来到江陵县沿江社
区，检查督办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要求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全面落实各项保障，高质
高效完成普查任务。

黄楚平在我市江陵县调研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

抢抓宏观政策机遇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刘蜜）7日上午，市

委书记何光中在长江大学调研时强
调，要突出政治方向，突出重点学
科，突出尊师重教，突出服务荆州，
市校一体、共同努力，加快建设国内

“双一流”高校。
调研中，何光中参观了长江大

学校园，了解了长江大学历史沿革
和办学情况，随后，召开调研座谈
会，听取汇报并提出要求。

何光中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水
平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
的重要标志。除省会武汉以外，荆
州是全省高校数量、在校大学生最
多的城市。我们要充分利用教育资
源优势，推动荆州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长江大学是省属高校第一方
阵，是荆州高等教育的靓丽名片。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长江
大学发展壮大，坚定支持长江大学
加快建设“双一流”高校。希望长江
大学与荆州同心同德，共同努力，进
一步优化教学条件，下好人才资源
先手棋，不断提升教学研究水平，开
创“市校一体、共同发展”新局面。

何光中强调，要突出政治方向，
把党的政治建设贯穿办学始终，时
刻牢记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
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不断强化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领导。突出重点学科，加大人才引
进力度，建设高水平教学科研队伍，
加快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争创更多走在全国前列的一流学
科。突出尊师重教，对专家教授高
看一眼、厚爱一层，为他们开展高质
量教学研究，营造良好工作环境和
工作氛围。突出服务荆州，凝聚共
识，同频共振，对接荆州产业发展培
育人才，形成荆州支持高校、高校回
馈荆州的良好局面。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段昌林，
长江大学党委书记朱业宏，长江大
学校长谢红星，副市长孙玉秋，市政
协副主席文艺、许晓宏等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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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蜜）6日，市委书记何光
中会见湖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志高一
行，双方围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县域发展
进行深入交流。

何光中对刘志高一行到访表示热烈欢
迎，向湖北银行近年来为荆州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何光中表示，当
前，荆州正处在转型赶超、加快复兴的关键时
期，现代化产业集群正加速形成，希望湖北银
行在支持实体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提
供更多的金融“活水”，助推荆州补齐短板，实
现高质量发展。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

持湖北银行在荆州的发展，进一步深化服务
合作，乘势而上，共赢发展。

刘志高表示，近年来，湖北银行在市委、
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荆州取得了良好发
展。接下来，湖北银行将进一步围绕服务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服务中小微企

业，围绕服务县域经济发展，打造一批样板标
杆项目，全力助推荆州经济社会发展。

湖北银行党委副书记、监事长赵军，湖北
银行副行长文耀清，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钟
芝清，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段昌林，市政府
秘书长陈斌参加会见。

本报讯（记者肖潇 通讯员余纯纯）自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市、县两级组织部
门牢固树立主责意识，认真履行政治责任，坚
持边打边治边建，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
化城乡基层治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为铲除
黑恶势力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是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关键
之举，务必把这个基础夯实筑牢。市委组织部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深刻认识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
内在联系、努力方向和任务要求，不断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土壤。

市委组织部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纳入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履职尽责绩效考核
指标体系和《2018年组织工作要点》《2018年
基层党组织建设任务指导书》，将“结合扫黑
除恶斗争，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房头势力和
黑恶势力”纳入《省委重要工作检查考核反馈
我市基层党建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市委党建
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把基层扫黑除恶斗争作为
专门党建项目，纳入到《2018年度市委常委
领办基层党建项目清单》，为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提供组织保障。在全市基层党组
织中开展“扫黑除恶、勇当先锋”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提高政治站位，带
头抵制黑恶势力。

市县两级组织部门持续大力整顿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截至目前，全市软弱涣散村
（社区）党组织已整顿到位62个。全面加强
新时代农村党组织建设，将农村党员群众服
务中心建起来、用起来、活起来、强起来，大力
推进农村党建综合体建设，进一步发挥农村
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巩固执政阵地。强力
推进村级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提档升级，预计
今年底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达标1468个，累
计达标率97.5%。突出集体经济发展，稳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加强农村
集体资产管理，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到8月
底，全市集体经济收入过 5万元的村达到
1294 个、占 84.4%，过 10 万元 457 个、占
30.5%。

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在村（社区）“两委”换
届中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严格人选把关，防止
黑恶势力干扰渗透，滋生蔓延。将选优配强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作为基层政权建设的核
心，结合摸排研判情况，持续推进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换届调整工作，截至8月底，已调
整村党组织书记71人、社区党组织书记15
人。督促各县市区、各乡镇严格按照“先整
顿后换届、先审计后换届、先考察后换届、先
研判后换届”的要求，扎实做好换届前各项
准备工作。准确掌握有涉刑事处罚经历的
现任村（社区）干部的现实表现情况，逐一进
行分析研判，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处置。

本报讯（记者肖潇 通讯员彭威）自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
坚持把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
抓实，依法履行检察职能，确保扫黑除恶精准
有力，着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开展，
切实维护我市社会政治稳定，为荆州高质量
发展提供优质司法保障。

截至8月底，全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捕
涉黑涉恶刑事犯罪65件175人，批准逮捕61
件147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刑事犯罪3件16
人，提起公诉1件14人，受理审查起诉涉恶刑
事犯罪58件197人，提起公诉33件129人。

全市检察机关积极履行“主力军”作用，
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稳步推进，取得实

效。市、县两级检察院坚持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均成立了以检
察长为第一责任人、任组长的扫黑除恶工作
领导小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存锋靠前
指挥，亲自挂牌督办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制定出台《荆州市检察机关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明确重点打
击容易滋生涉黑涉恶的重点领域以及黄赌毒
等涉黑涉恶突出方面，坚持依法从严从快惩
处；全市抽调办案骨干102名，组建扫黑除恶
办案组9个，实行类案专办、专案专办，并多
次组织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专案研讨，确保
从严惩处、统一标准。

办理涉黑恶案件中，全市检察机关建立

快捕快诉办案机制，及时启动“捕诉合一”办
案机制，坚持依法从严从快办理。其中，注
重在司法办案中深挖拓展、主动追诉，对5
年来办理的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等类型案件进行排查梳理、分析，积极派员
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22件；始终牢记维稳首责，依法严惩威胁基
层政权稳固、妨害村级党组织建设恶势力犯
罪，及时通过立案监督发出检察建议，查处
相关案件。

全市检察机关还积极健全和完善与公
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单位的联席会议、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疑难案件协调研究、案件
通报等工作机制，对于重大、疑难涉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通过提前介入，公诉引导侦查，确
保形成打击合力。市检察院在办理张某某等
14人涉黑案中，多次提出补证意见，与侦查
机关召开研判会议，于近日提起公诉；荆州区
检察院对重特大案件实行专案专办，制作长
达15页的补充侦查提纲，全面指导公安机关
完善固定证据，依法对一起涉案金额1.4亿元
特大非法经营、赌博案提起公诉。

全市检察机关还强化宣传引导，通过
检察官以案释法、向社会及时公布办理黑
恶势力犯罪大案要案的经验和做法，结合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专项工作和检察服务
站等平台，不断提升扫黑除恶的知晓率、
参与率。

何光中会见湖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志高一行

巩固执政基础 铲除滋生土壤
我市组织部门坚持边打边治边建为扫黑除恶提供组织保证

为荆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司法保障
全市检察机关着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开展

本报讯（记者徐祉晔）昨日上午，市长崔永辉主持召开
2019年市中心城区城建项目策划调度会时强调，要突出重
点，科学规划，主动争取，做实前期，增强城市发展动力。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钟芝清，市政府秘书长陈斌参
加会议。

崔永辉强调，2019年中心城区城建项目策划要以“提
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优化交通组织、完善城市功
能”为目标，确保策划项目实打实、能落地、见成效。各区
各相关部门要抓紧开展项目策划和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明
年1月项目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要完善城建项目清单，加
大对上争取力度，进一步明确项目建设责任、筹资责任；要
在持续优化城建项目库的基础上，细化项目类别，体现轻
重缓急，充分发挥城建规划对城建项目的指导性作用，推
动我市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据悉，结合市中心城区实际发展需要，2019年度，我市
中心城区初步拟定实施城建项目181个，主要涉及道路基
础设施、水环境治理、园林绿化、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

9月3日，俯瞰松滋市街河
市镇新星村，柏油路沿山蜿
蜒。在“三乡工程”推动下，该
村 40 余名能人回乡参与建设，
高标准的“四好农村路”串起一
座座星罗棋布的小村落，让原
本交通不便的新星村发展为集
休闲旅游、观光、采摘、农产品
加工为一体的三产融合美丽乡
村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街河市镇紧抓农
村公路的建设与管护，拓宽通
村公路 33.3 公里，消除村与村
之间“断头路”6公里，8座危桥
拆除重建，农村客运持续通车
率达到 100%，有力助推乡村产
业振兴。

（黄志刚 黄颖 摄）

“四好农村路”
乡村振兴致富路

崔永辉在市中心城区城建项目
策划调度会上强调

突出重点 科学规划
主动争取 做实前期

一名扶贫干部的“成绩单”
□ 记者 琳玲 通讯员 娄绪海

“什么，老王住院了？在哪家医院？我要去看他！”8月
14日下午，荆州区菱角湖管理区清河大队贫困户张守明得
知扶贫工作队队长王克军因高血压住院后，立即放下手中
的农活，从家里提出一篓土鸡蛋，匆匆出了门……

老王名叫王克军，是市教体局副调研员、驻菱角湖清
河大队扶贫工作队队长。当天中午，老王正与驻村的同
事们讨论建设文化广场事宜，不料因高血压复发引起鼻
腔动脉血管破裂，驻村队员紧急拨打120转送荆州中心医
院救治。

“老王很敬业，做事很认真。”张守明说，起初，村里
的贫困户都称他为王队长，经过几年的扶贫工作后，他
与清河大队的乡亲们建立起深厚感情，大家亲切地称他
为老王。

回忆起老王做的点点滴滴，张守明历历在目。“我和女
儿的母亲很早就离异了，孩子一直跟在我身边。”张守明
说，自从扶贫工作队来到清河大队，他的生活发生改变。

老王知道，扶贫必须先扶智。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张守明开始发展小龙虾养殖，聘请专家现场指导，提高
养殖技术，使他很快通过养殖发家致富。

（下转4版）

荆州市扶贫办荆州市扶贫办 荆州日报社荆州日报社 主办主办 荆州华中福康医院荆州华中福康医院 协办协办

本报讯（记者刘思楫 通讯员范宏萃 付开琦）昨
日，中央扫黑除恶第7督导组荆州督导小组组长施汉
生一行，到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进行督导。省司法厅厅长谭先振陪同督导。

在沙洋监狱管理局机关，施汉生一行与监狱系统
的监狱长、一线干警进行座谈，详细了解监狱系统开展
扫黑除恶工作情况，之后到两所监狱与服刑人员见面，
掌握监狱管理部门发动服刑人员举报揭发的情况。施
汉生指出，沙洋监狱管理机关和十个监狱单位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具有启动早、工作实、覆盖面广、取得
阶段性战果的特点，在监狱内外广泛宣传发动、深入摸
排线索特别是不放过线索、专人负责涉黑恶线索的收
集、存放、移交、跟踪、回访等做法给督导组留下深刻印

象，各种会议记录、制度规范、资料台账明晰规范，加强
涉黑恶罪犯日常管理，借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东风
解决一些影响监狱正常工作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锤
炼广大监狱干警党性与作风，足见监狱系统各级领导
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希望监狱系
统从领导干部到一线普通干警都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扫黑除恶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进一步加强扫黑除恶工作的宣传发动，积极摸排
线索，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工作的开展，发挥好监狱系统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生力军作用。谭先振要求，
监狱系统要按照中央督导组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针
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狠抓关键领域和重点问题整改，努
力取得更大成绩。 （下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