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的古柏门村周家剅芬芳满
园。漫步在刚铺好的沥青路上，路边
花墙上月季怒放，黄金河谷里，树叶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步一景，五彩
缤纷。

“现在村里新刷的蓝、黄、粉三座
桥成新地标了，很多村民都在那里游
玩。”古柏门村会计邓双武笑着说。

3 月初开始设计，3 月 25 日基本
完工。700米道路升级，48户院落改
造，48 面花墙，1000 多根泡桐、桂花
组成的绿化带，6000 多根黄金槐、黄
金柳、黄金榆打造的黄金河谷，下水
管网改造，沼气池建设。古柏门村
从过去的“脏乱差”，到现在的“大花
园”，短短一个月，旧貌换新颜。

总设计师尹作越说：“一花独放
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美丽乡村
不能千村一景。”

周家剅为创新设计，选取了新中
式设计风格。月季花墙上，白墙衬托
着红花绿叶，花叶在墙上形成剪影，
河谷里清一色的黄金叶熠熠生辉。

既要面子，也要里子，村景美
了，老百姓得实惠。周家剅在尽量
保留原有建筑的基础上，为老百姓
安装车棚，建设化粪池，通过三格式

处理污水。现在，一个包含乒乓球、
羽毛球、篮球的多功能运动广场基
本建成。

“前几天就有一个来走亲戚的，
进村后找不到路了。”古柏门村过去
的精准扶贫户周胜安，一边在花田浇
水，一边笑着说。

周胜安是村里的贫困户，丈夫去
世，儿子因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全

家的重担一下子都集中在了周胜安
肩上。为了养家，年近60岁的周胜安
一边种田，一边打零工。

正在这时，村里建设美丽乡村，
计划通过种植花卉与村里的旅游产
业形成互补。花卉种植市场需求量
大，又能改善环境，一举两得。那让
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大家都
想到了热心、细心的周胜安。

除草、浇水、种苗扦插，现在周胜
安白天在花田里忙碌，晚上与邻居们
在草坪上闲聊。她笑着说：“现在我
们村就是一个大花园，我相信今后的
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古柏门村党支部书记程义云：
思路决定出路。环境美了，产业

也要跟上。今后古柏门村将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20字要求，以旅游产
业带动全村经济，让所有村民“眼前
亮起来”“口袋鼓起来”。

家乡是家乡是花园花园
————沔城沔城回族镇古柏门村见闻回族镇古柏门村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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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纯波）5月7日，副省长肖菊
华来我市调研安全生产及复学准备工作，要求坚
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学“两手抓”“两手
硬”，落细落小各项措施，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安
全有序恢复。市长余珂陪同调研，并汇报工作。

肖菊华先后来到梦里水乡、健鼎电子、荣怀
学校、非织造布产业园项目工地、新鑫无纺布等
地，实地了解文旅企业、防护物资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情况，检查指导学校复学复课后常态化防控
工作。

在梦里水乡，肖菊华边走边看，检查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关切询问恢复运营情况。她
说，要把“限量、预约、错峰、疏导”作为对景区常
态化、长效化的治理要求，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
时，科学引导广大游客健康出游。她还鼓励景区
负责人要提振信心，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
务水平，促进旅游消费潜力释放。

荣怀学校已有1200余名学生复课。学校从
完善制度建设、全面健康摸排、做好物资储备、开
展健康教育等四个方面做好校园防控。肖菊华
现场检查了学校进出通道设置和一键报警系统，
并走进学生食堂、宿舍等重点区域，了解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她要求学校加强与卫健、教育等部
门的无缝对接，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防疫
工作无遗漏、无盲区。

肖菊华在调研中强调，学校复课是社会秩序
恢复最重要的一道关口，社会关注度高，防控工
作不能有丝毫疏忽、容不得半点马虎。教育主管
部门、学校要认真履行好各自的监管责任、主体
责任，严而又严、细而又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加
强学生健康知识教育和心理疏导，筑牢校园安全
防线。

肖菊华指出，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要在牢
牢守住疫情防控底线和安全生产红线的前提下，
引导企业加快生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
度降低疫情影响。

副市长曾伟昕，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办
公室主任胡军波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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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国力）根据《县
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
主生活会若干规定》和省委巡视整改
的相关要求，经省委同意，5月7日上
午，市委常委班子召开巡视整改专题
民主生活会。市委书记周志红主持
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身
作则抓整改、一严到底转作风，以强
烈的政治担当推动巡视反馈问题全
面整改，以务实的整改成效体现政治
忠诚和政治担当，推动党中央决策部
署、省委工作要求在仙桃不折不扣落
地落实。

市委常委会对开好这次民主生
活会高度重视。会前，常委同志严格
按照专题民主生活会相关要求，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政治建
设、基层党建、意识形态、扶贫工作、
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视察、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深入基
层调研，广泛开展谈心谈话活动，认
真撰写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
言提纲，为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打下
了良好基础。

周志红代表市委常委班子在会
上进行对照检查，从政治上找差距，
从思想上找症结，从工作中找问题，
深入剖析原因，明确努力方向。

周志红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发
言，并请常委同志批评帮助。市委副
书记、市长余珂，市委副书记郭生元
等其他常委同志逐一聚焦省委巡视
反馈意见，对号入座、举一反三，认真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在发言
中突出政治站位，敢于刀刃向内，勇
于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
工作摆进去，自我批评实事求是、襟
怀坦荡，相互批评开门见山、不留情
面、直戳麻骨。

周志红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
活会既是对省委巡视反馈意见的再
检查、再反思，也是对整改落实工作
的再研究、再推进。要以这次民主
生活会为新的起点，充分发挥市委
常委班子的示范带头作用，抓紧巡
视问题整改，加快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推进。

周志红指出，讲政治必须旗帜鲜
明。市委常委班子要把巡视整改作
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
为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的重要内容，自觉从政治
上看问题、找差距、查原因，解决好理
想信念、群众观点、思想方法、精神状
态等问题，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推动巡
视反馈问题全面整改，以务实的整改
成效体现政治忠诚和政治担当，推动
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在仙
桃不折不扣落地落实。

周志红强调，抓整改必须以身作
则。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分内之事、应
尽之责，对巡视反馈的意见，对查摆
出来的问题，对相互批评的建议，都
要逐条认领，以上率下“带动改”、严
督实导“较真改”，确保高质量做好巡
视“后半篇文章”。

周志红指出，转作风必须一严到
底。要把作风建设作为纵深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突破口，带头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开展
作风建设三年提升计划，持续发力破
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周志红强调，抓落实必须统筹兼
顾。要坚持把巡视整改与推进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努力在
整改中解决发展问题、增强发展动
力、激发发展活力，加快推动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周志红主持市委常委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讲政治必须旗帜鲜明 抓落实必须统筹兼顾

发现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
题。落实“作风建设三年提升计
划”，就是要立足于“改”，“改”字当
头、“改”字为先、以“改”为要，立说
立改、即知即改、真改实改，以实实
在在的“改”，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化
风成俗。

问题整改切忌纸上谈兵，蜻蜓
点水。实施“作风建设三年提升计
划”，重点解决信念淡化、党性不纯；
缺乏担当、为官不为；思想僵化、能
力不足；弄虚作假、落实不力；脱离
群众、宗旨不牢；效能低下、服务不
优；纪律松弛、规矩不严等七个方面
的问题，必须靶向发力，一寸不让，
坚定不移整改到位、落到实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往
细里抓，不往深处究，就很容易“一
阵风”“走过场”，甚至出现找问题与

抓整改“两张皮”。“作风建设”重点
是解决“人”的问题，就是要不讲情
面曝光反面典型，让那些口是心非
的“两面人”、精神萎靡的“慵懒人”、
定力不足的“玻璃人”、相互推诿的

“甩锅人”、弄虚作假的“精明人”、放
纵自我的“享乐人”、漠视群众的“冷
血人”、用权任性的“狂妄人”、一团
和气的“老好人”、名利双收的“生意
人”暴露在阳光下，无处遁形，引以
为鉴。

抓整改转作风，领导干部必须
带头。群雁飞翔，是飞成“一”字形
还是“人”字形，领头的大雁决定阵
势和效率。同样，对一个地方、一个
单位而言，作风建设抓得实还是虚，
领头的人是关键。很多作风问题，
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边；问题在表
面，责任在领导。作为“关键少数”，

各级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必须拿出

“对我监督”的底气和“向我靠拢”的
硬气，当好改进作风的“领头雁”，做
思想上的先行者，做行动上的领跑
者，带头走在前面、干在前面，把党
员干部紧紧凝聚在一起，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抓整改转作风，重点是管好职
能部门。市直部门与社会各界打交
道频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权力，看
不牢、管不住，就极容易出问题。“纪
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谁作风懈
怠，谁作风败坏，谁就要受到严肃的
责任追究。要压实责任，迅速开展

自查，主动接受纪检、巡察、审计等
部门的监督，找准问题，举一反三，
对症下药，坚决铲除问题滋生的土
壤。

抓整改转作风，根本在于回应
群众关切。要始终牢记“民生是最
大的政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
眼群众感受最深刻、反映最强烈的
突出问题，以准、狠、韧的劲头持续
深化专项整治，深入整治民生领域
的“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

“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
“绊脚石”，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让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改”字当头一改到底
——三论落实“作风建设三年提升计划”，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化风成俗

本报评论员

转作风 提能力 担使命

本报讯（记者 鹿丹丹）5月7
日下午，全市交通秩序及“五小车
辆”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
副书记郭生元指出，要把整治工
作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件
大事来抓，精准对标对表，细化分
解任务，明确目标责任，以整治攻
坚提升创城水平。副市长、公安
局局长石伟主持会议。

会上，市公安局、市交通局等
相关单位负责人汇报了前期工作
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梳理分工

《全市交通秩序及“五小车辆”整
治任务清单》。

郭生元指出，交通秩序及“五
小车辆”整治工作关键是要认识
问题、认清形势，吃透标准、对标
要求，不折不扣、全力以赴冲刺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面对“前有标
兵，后有追兵”的态势，绝不能做
逃兵，要找准问题症结共同发力，
坚决打赢创城攻坚战、持久战。

郭生元要求，各相关部门要
认清形势、正视不足，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大决战的状
态、倒计时的节奏，推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要明确职能和任
务。明确主体之责唱主角，坚持
政府牵头，“两交”主攻，“九局”
配合，办园参与的工作模式；明
确主管之责打主攻，为文明城市
创建做贡献；明确协管之责搞配
合，要加大交通整治宣传、五小
车辆收缴、交通设施建管、交通
秩序整治、文明出行倡导、公共
交通服务、“三力”投入以及督查
督办的曝光，为创城工作创造良
好的条件。

郭生元指出，要强化责任和
效果。一把手要主动抓，一线研
究、部署、督办；专班要专门抓，要
抓关键问题、抓实质内容、抓管用
举措；配合单位要协助抓，要分块
负责，统分结合，主次配合，奏响
文明创建大合唱；办园要主动作
为，重落实、严督办、勤通报、敢曝
光，倒逼工作，确保实现创城目
标。

全市交通秩序及“五小车辆”
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谢伯康）“终
于回校了！”5月6日6时40分，时
隔3个多月，仙桃中学高三（10）班
的学生朱可走进了久违的校园。

当日，仙桃中学、仙桃八中、
仙桃一中、荣怀学校、实验高中、
汉江中学、沔城高中、千秋学校、
弘文学校、创源计算机学校、商贸
中专等11所高中（含中专）、8685
名学生首批复课。

7 时许，在仙桃中学教学楼，
记者看到，每个教室门口配备一
个箱子，里面装着口罩、额温枪、
水银温度计、消毒液等物资，每名
学生测温后进入教室。而原来60
多人的教室内，现在只坐着30多
名学生，每个班级按照标准将学
生分流到两个班，小组与小组保
持着近一米的距离，大家戴着口
罩背诵课文。学校还为每名学生
发放一张出入卡，大家分时段分
批次凭此入校。

高考是许多人人生的第一次

大考。疫情发生后，仙桃中学迅
速启动应急方案，开展网络教
学。各年级老师提前准备，按计
划网上开课，与学校时间同步，高
三年级复习进度正常。“离高考还
有近两个月，我们将根据教学计
划，有效组织学生复习。”仙桃中
学高三（11）班班主任陈涛说，从
第一天复学情况看，学生们状态
不错。

据悉，4 月中下旬起，各高中
学校（含中专）就开始对校园进行
全面消杀，开展大扫除，组织复课
演练。按照标准对校门口防疫通
道、隔离观察点、保安“装备”、校
园内地面间隔标识、教室内课桌
摆放、食堂餐桌设置、宿舍铺位安
排等方面配置齐全。复课前夕，
市教育局、公安局、应急管理局、
消防大队、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组成联合评估小组，对11所
高中（含中专）挨个进行了检查评
估。

我市高三年级全面复学

本报讯（记者 邓一凡 通讯员 柳
婷 李浩）5月5日下午5时许，随着第
1706片T 梁混凝土浇筑完毕，轰鸣的
高频震动器停止震动，热闹的仙桃制
梁场恢复了久违的宁静。

“这标志着武仙城际铁路工程制梁
任务全部完成，为年底武仙城际铁路建
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仙桃支线二分
部项目总经理张军辉激动地说。

中铁十一局三公司仙桃制梁场于
2017年12月临建开工，承担武仙城际

铁路工程全线T梁预制任务。
近2年时间里，项目部科学组织

人员、设备，合理优化施工方案，抢晴
天，战雨天，冒严寒，斗酷暑，确保安
全、优质、按时完成制梁任务。

当前，二分部全体施工人员已进
入最后攻坚阶段，确保支线项目架
梁、桥面系以及铺轨工作顺利完成。
截至本报发稿止，汉宜铁路仙桃城区
支线共计架梁 789 孔，单线铺轨 10.9
公里，预计6月底全线架梁完成。

本报讯（记者 刘贤双）5月5日，
由仙桃港装船，满载457根管桩的“政
涛中华 968”货轮缓缓驶进江苏南通
港，标志着仙桃港顺利完成首次承揽
管桩出港装运业务。

首次承运的单个管桩长 15 米、
重 5.7 吨，货物总计重达 2.75 万吨，
分 别 于 5 月 3 日 至 5 日 抵 达 南 通
港。针对管桩这一装运“新货种”，
港口改进装卸作业流程，于 5 月 1 日

完成全部装卸工作，确保货物按期
离港。

此次货物运输由荆门三和集团
生产、下单。据介绍，受疫情影响，仙
桃港外贸集装箱业务受到冲击，港口
市场部门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此次
管桩货物运输需求，通过上门服务为
荆门三和集团量身定制阶梯式价格
模式，最终成功引进该项业务，并签
订了全年运输合作协议。

武仙城铁制梁任务全部完成 2.75万吨管桩运抵南通港

仙桃港首单管桩业务顺利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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