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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利到我县调研脱贫攻坚并开展“七一”慰问活动

坚决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吴晖进村入户督查脱贫攻坚时强调

较真碰硬核查 真刀真枪整改

本报讯 6月 30日，市委副书记
王庆利到我县调研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工作，并开展“七一”慰问活动。

王庆利一行在县委书记吴晖等
陪同下首先来到转水镇輋维村，实地
察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
情况，并慰问驻村第一书记郭彦武。
随后，王庆利来到老党员吴作华、水
寨镇援鄂党员护士曾志芬等党员家
中，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身
体等情况，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送到他们身边。

王庆利对我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等一系列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效，坚决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强化措
施，聚焦脱贫“重点户”，瞄准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同时要积极

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脱
贫攻坚的质量和水平。要大力发展富
民兴村产业，大力推动农民增收致富。
要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全面脱贫与
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互相促进。要
多关心关注基层党员尤其是老党员的
生活，全面了解他们的实际诉求，切实
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真正让他们乐
享新时代，感受幸福新生活。

县领导周铁伟等陪同调研和走访
慰问。

（赖锋 李毅明 陈园）

南方+全媒体讯 今年是第十个
“广东扶贫济困日”，主题是“决战脱贫
攻坚、助力乡村振兴”。日前，五华县
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暨捐款
仪式在县党政大楼大会堂启动，县党政
领导带头捐款，并倡议全县上下和社会
各界热心人士、爱心企业迅速参与并行
动起来，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继续贡献力量。

启动活动举行爱心企业和热心人
士现场举牌认捐仪式，至启动活动结

束，共有 29 个单位和个人捐款（含认
捐）10万元以上，累计8823.8万元，其中
广东客天下旅游产业园有限公司捐款
8000万元，五华龙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捐款 200万元，深圳市富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捐款 100万元，广东省自然资
源厅捐款100万元。

会议对去年捐款 300 万元以上的
四个单位（敏捷集团、广东客天下旅游
产业园有限公司、深圳市嘉信福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瑞信海德集团有限公司）

授予 2019 年度扶贫济困金奖，对捐款
10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三个单位
（五华县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广东五
华一建工程有限公司、五华奥园广场有
限公司）授予 2019年度扶贫济困银奖，
对捐款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 25
个企业授予铜奖。

本报讯 6月 28日，县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
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力度不
减、标准不降，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持之以恒推进禁毒各项工程建设，建立
健全毒品常态治理体系，努力创建毒害
最小示范城市，全力巩固来之不易的战
争成果，推动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

县委书记吴晖主持会议。朱少辉、
邓伯锦、叶天泉、傅国强、钟光振、张爱
芳、宋学希、王建华、刘敬东、幸国平、罗
丽思、招业斌等县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禁毒工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持之以
恒做好禁毒工作指明了方向。五华下一
阶段的禁毒工作也有了更为明确而具体
的目标任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今年
上半年，五华县毒品问题重点关注地区

整治工作取得可喜成绩，获得了上级的
高度肯定，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充
分认可，五华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获授“最
美禁毒团队”，这也是梅州市公安系统唯
一获奖团体。

会议强调，禁毒工作是一场持久
的人民战争，要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
准备和行动准备。一要总结提升禁毒
专项斗争的成功经验，以创建毒害最
小示范城市为目标，制定相关工作方

案，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二要
保持标准不降，高标准持续推进禁毒
工程，不断提高群众识毒、防毒、拒毒
的意识和能力。三要加强禁毒宣传教
育，用好用活禁毒宣传阵地和平台，上
好开学第一课，重点抓好中小学生禁
毒宣传教育。四要重拳打击制毒贩毒
违法行为，以零容忍的态度，保持高压
打击态势，管控好闲置厂房、偏远山区
养殖场等重点场所，做到露头就打，决

不手软。五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
导，建立健全毒品治理体系，实现常态
化管理。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广东省委
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坚决落实“两个维
护”十项制度机制的意见〉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精神。会议强调，全县
上下务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把《通知》学深学透，把“十

项制度机制”烂熟于心，并将其作为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具体表现。要坚持对标
对表，以“十项制度机制”为准绳，检视
自己的思想认识、政治站位、理论水平
和日常工作落实等情况，在学习中提
升理论素养，在实践中以案促改，把

“两个维护”“十项制度机制”坚决落实
到实际行动中。

（新闻办）

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建立健全毒品治理体系

本报讯 6月 30日，备受关注的
梅龙铁路全线开工建设动员会在华城
镇塔岗村举行。市委常委、市政府常
务副市长吴晓晖，河源市副市长庞启
彪，县委书记吴晖，县委副书记、县长
朱少辉，梅龙公司董事长庄碧涛等参

加开工建设仪式。
据悉，该项目自2019年12月15日

先行段在兴宁动工后，仅198天就全线
开工，跑出了近十几年来全省铁路建
设的最快速度。

吴晓晖表示，梅龙铁路的建成将大

幅度拉近梅州、河源两市终达珠三角地
区的时空距离，打通了与粤港澳大湾
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快速大通道，全
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服务和保障
好梅龙铁路建设。希望梅县区、兴宁
市、五华县政府要压实工作责任，主动
加强与项目业主、各参建单位的沟通协
助，争取群众最大的支持，依法依规加
快征拆工作，确保今年底完成80%的征
地征收和50%的房屋拆迁工作，实现无
障碍施工。同时，要抢抓机遇谋划项
目，用心用情造福苏区群众。

朱少辉表示，梅龙铁路的全线开
工建设，是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
一件大喜事、大好事，必将进一步改善
我县的交通区位条件，缩小我县与珠
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加
快我县振兴发展步伐。我们将以志在
必夺、志在必得、志在必胜的工作状
态，一鼓作气，按时按质完成征地拆迁
任务，确保项目无障碍施工、早日建成
运营，绝不拖全市、全省后腿，使项目
尽快成为我县加快振兴发展的民生工
程、发展工程、品质工程。

据了解，梅州至龙川铁路位于梅州
和河源两市境内，这是我省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总指挥部成立后开工
建设的首个高铁项目，也是梅州、河源与
粤港澳大湾区紧密联系的重大项目。
梅龙铁路线路自梅汕客专梅州西站引
出，沿途经过梅州市梅县区、兴宁市、五
华县和河源市龙川县，终至赣深高铁龙
川西站。新建正线全长约 95.6公里。
全线设梅州西、兴宁南、五华、龙川西4
个车站，其中兴宁南站和五华站为新建
站。工程投资166亿元，建设工期4年，
设计时速350公里。该项目建成后，梅
州至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通
行时间缩短至1.5小时内，极大地改善
了沿线居民的出行条件，将成为梅州苏
区人民的一条“感恩路”、“幸福路”、“开
放路”、“振兴路”，助推梅州融入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
（刘海军 黄蔚鹏 李嘉森 陈宝驹）

本报讯 7月 3日至 5日，县委书
记吴晖率队深入到相关镇村，进村入
户核查脱贫攻坚实效，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的重要指示、批示和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对标对表贫困户脱贫出列
和贫困村退出条件，较真碰硬自我加
压开展普遍核查，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拿出硬措施，真刀真枪，立行立
改，确保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吴晖先后来到水寨镇、岐岭镇、潭
下镇、双华镇和棉洋镇的省定贫困村，
询问相关镇村脱贫攻坚完成情况，检
查脱贫攻坚的各项资料台账。随后，
随机抽查有关贫困户并走进他们家

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就完成“两
不愁三保障一相当”等情况进行现场
督查核查，重点检查危房改造户住房
保障以及住房安全“8+1”达标情况。

吴晖指出，五华建档立卡的贫困
人口最多，工作量也最大，面临的压
力也最大，但更要自我加压开展全面
核查。各县领导要到挂点镇村，对照
贫困户脱贫和贫困村出列标准，进村
入户较真碰硬户户核查督查，并指导
协助整改在自我核查中发现的问
题。各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是
主要考核责任人，要负起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亲力亲为真刀真枪抓好整
改，确保户户过关整改有效。镇党委
书记要对特别困难、返贫风险较大、

普查暗访考核压力较大的贫困户亲
自包户；各支部书记特别是刚刚任职
的村支部书记要迅速进入角色，完成
支部书记遍访全部贫困户的任务，把
各项情况摸清摸透，并在遍访贫困户
的过程中，认真倾听群众的心声，从
推销农产品、解决矛盾纠纷、帮忙干
一件农活等具体的小事做起、做好。

吴晖强调，要拿出和脱贫攻坚同
等的力度推进乡村振兴各项目的实
施，加大力度完善集中供水、污水处理
设施、村道硬底化、休闲广场公园等各
项基础设施，落实好责任管护人、维护
好、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县领导谢国泉参加督查。
（新闻办）

梅龙高铁全线开工建设仪式 吴晓晖出席

建成后梅州1.5小时内可至大湾区城市

五华县“广东扶贫济困日”募集善款8823.8万元

掌上梅州讯 6月 29日，县委副书
记、县长朱少辉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扩
大）会议暨县政府常务会。会议学习贯
彻6月8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
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
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五华县贯
彻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各镇各单位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千方百计做好当前各项工作。要认
真贯彻落实省、市脱贫攻坚的决策部
署，严格按照“8+1”脱贫标准，集中力

量、攻坚克难；要扎实开展好脱贫攻
坚“回头看”工作，全力做好边缘、易
返贫人口的监测和帮扶，协助和引导
贫困户做好房前屋后清洁工作，坚决
高质量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各项
任务。

会议要求各镇各单位要以创建
“禁毒示范城市”为目标，严防输入、严
防反弹，持续巩固“6.27、8.31”工程建
设成效，继续完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和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帮扶、就业救
助机制；要结合“禁毒 2020 两打两控”
等专项行动，充分利用新科技、新技

术，健全毒情管控网络，坚决严厉打击
制、贩、吸等各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
要持续加强禁毒制度建设，将禁毒整
治工作的好经验做法转化为长效常治
的工作机制。

会议还听取 1—5 月重点项目投资
进度和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任务安排情
况、“四好农村路”建设攻坚工作情况、应
急管理工作情况等汇报，并审议研究其
他事项。

县领导宋学希、罗丽思、周铁伟、招
业斌、赖勤、甘飞鸿、谢国泉、张裕、赖俊
香、邹志轩等参加会议。

朱少辉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暨县政府常务会

我县9110名学生参加今年高考
吴晖邓伯锦叶天泉等县领导巡视高考考点

本报讯 7月 7日，备受关注的一
年一度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今天上午,
县领导吴晖、邓伯锦、叶天泉、周铁伟、
罗丽思分别到我县 5个高考考点巡视
高考情况。

吴晖、邓伯锦、叶天泉等先后到水
寨中学、高级中学、田家炳中学、安流中
学、五华中学考点进行巡视，通过电子
监控室观看考试现场，详细了解考场安
排、参考人数、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等考
务情况介绍。并与公安交警、志愿者等
一一握手，对各级各部门工作人员发扬
作风、坚守岗位，尽心尽力服务考生表
示慰问和感谢。

据了解，今年高考在 7 月 7 日至 8
日举行，我县有 9110名学生参加今年
高考，7日进行语文和数学考试，8日进
行文科综合、理科综合以及外语考试。
我县今年投入 972万元，为 388个教室
完成装配空调 775台，为五个考点安装
变压器，配电设施，改造线路，让全县考
生享有公平、舒适的考试环境。

在各考点听取有关人员的情况
介绍后，吴晖、邓伯锦、叶天泉等对各
考点考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们指
出，高考是实现教育公平、社会公平
的重要制度，承载着为国选人育人的
重大使命。今年高考情况特殊，需要
特别重视。他们强调，高考事关重
大，要加强管理，优化服务，关注工作
的每一个细节，切实做好各项后勤保

障工作，使每个考场做到安全、安静、
有序，同时做好降温、防暑等服务工
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考点及周边
环境、交通秩序、食品安全、安全保卫

的监督管理，千方百计为考生提供一
切便利服务，确保我县高考工作安全
有序、圆满成功。

(文/县电视台 摄影/宋凤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