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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军到我县调研时强调

用心用情用功解决问题
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县政协开展农村电子
商务建设专题调研

掌上梅州讯 8月 28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爱军到我县深入项目工地、
乡村、医院等，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等进行调研。
在梅州五华景田百岁山矿泉水项

目建设现场，张爱军认真听取项目用地
征拆、土地利用等情况，详细了解厂房
设计建设等后续工作进展情况。他强
调，梅州五华景田百岁山矿泉水项目是
我市重点项目，是我市探索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路径的生动实践，五华
县和市直部门要全力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确保项目如
期动工建设；同时希望地企双方携手，
科学规划项目周边环境，有序推进二期
项目实施，打造梅州绿色生态产业的标
杆项目。

在安流镇五华县第二人民医院，张
爱军察看新落成的住院大楼，了解医院
科室设置、医技人员队伍建设等情况。
他指出，近年来，在国家和省的大力支
持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设施得到
极大改善，各地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
本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加强医联体建
设，开展“互联网+医疗”；要配足配强医
技人员，完善薪酬激励制度，加强日常
管理，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能力；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要
求，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快
发热门诊规范化建设，严防院内感染，
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在安流镇自来水厂，张爱军认真检
查水厂工作，听取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建
设情况介绍。他强调，村民饮水是重大
民生问题，是实现精准脱贫、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高度关切
民生，想方设法解决村民饮水问题，以更

大的力度和措施推动农村饮水工程建
设，加强日常监管，确保自然村实现集中
供水，做到水量达标、水质安全。

在安流镇，张爱军还看望慰问精准
脱贫户陈阳芳，详细了解其家庭就业、
收入等情况，鼓励他再接再厉，继续奋

斗，日子一定能越过越好。他强调，地
方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建立
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更加细
心用心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确保群众脱
贫不返贫。

县领导吴晖、周铁伟等陪同调研。

本报讯 9 月 3 日，2020 年五华县
“阳光征兵”电脑派号定兵大会召开，以
电脑随机派号的方式，在“双合格”应征
青年中确定 395名入伍人员及去向，热
血青年将踏上军旅之路。

梅 州 市 征 兵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副 组
长、军分区司令员杨芝春，县委书记吴
晖到会指导。县委常委罗丽思到会定
兵。县征兵办主任、县人武部政委周
长山主持会议。

现场整个定兵程序十分严格，工
作人员在公证员、督导组的监督下，现
场审核相关资料，将体检合格的应征
青年数据库导入广东省征兵办研制下
发的电脑随机选择定兵软件，并将写
有兵种去向的纸条放进抽签箱中抽
签，决定兵种去向。每抽出一个兵种
后，利用电脑随机系统，按照兵种所需
名额，从“双合格”的应征青年数据库
里随机选出。整个电脑操作过程都显
示在大屏幕上，确定入伍去向后县领
导和征兵办、纪委相关同志、公证人员
签字确认，并现场宣读结果，接受在场
的应征青年、家长及公证人员监督。
经过一番随机抽选后，我县 395名应征

青年去向决定。
据了解，今年梅州市征兵办赋予我

县 395人的征集任务。我县以提高兵员
质量为核心，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全面
提升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征集比
例，广大青年参军热情空前高涨，全县
共有 2586名适龄青年报名应征，1721人
上站体检，经过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基
层党委推荐、家访见面谈话、役前教育
训练与考核、征兵办开会集体研究，确
定合格青年 456人，其中大学以上学历
323人，高中、中职、中技学历132人。

杨芝春对即将应征入伍的新战友
们表示祝贺。他指出，梅州是一块革
命的热土，是叶剑英元帅的故乡，也是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入围青年在军
营这个大舞台上，要充分展示聪明才
智，倍加珍惜部队生活，敢于吃苦、敢

于拼搏，敢于创造佳绩，全力擦亮苏区
牌子，传承红色基因，为强军事业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综合新闻办、五华新闻）

2020年五华县“阳光征兵”电脑派号定兵大会召开

395名热血青年踏上军旅之路

本报讯 8 月 31 日，县委常委
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和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
以及在安徽考察时和扎实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经济社会
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致全国青联、学联的贺信精神，
传达学习中纪委国家监委有关文
件精神和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
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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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东、幸国
平、罗丽思、周铁伟等县领导参加
会议。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进
一步深化“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思想
认识，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纳
入当前的重点工作，结合五华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标对照中央
和省市发展部署，高质量全方位谋
划好项目，特别是教育、医疗卫生、
交通出行、圩镇改造等重点民生领
域，以及产业园区、乡村振兴、信息
科技、新基建等重大投资项目，以超
前的眼光、敏锐的思维把规划编制
好，把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打得更
加牢固。

会议强调，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制止浪费
不仅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
现，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艰苦奋斗的苏区精神，更是坚定

“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以及践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

“四风”的生动实践。全县各级党
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带头做表率；各
职能部门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拿
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多措并举持续
改进在公务接待、机关食堂等领域
存在的浪费现象，把厉行节约的每
一项要求落实到每一餐、每一桌；
县人大常委会和纪委监委要加强厉
行节约方面的立法和监督执纪，坚
决克服在厉行节约方面的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

会议强调，省委十二届十次全
会对全面加快“一核一带一区”建设
作出了新的部署，特别是对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指出了新的路径。五华
作为生态发展区的一个人口大县，
要坚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走实走稳绿色发展路子，推动县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抢抓省
委加大投资的机遇，谋划好项目，大
力实施县城品质提升工程，以“巩
卫”和“创文”为抓手，着力打造宜
工、宜农、宜业、宜游城市；大力实施
县域产业提升工程，培育税源性企
业，着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程，借力万企帮万村，用
好各级和社会各界的帮扶资金，让
乡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会议还审议了相关文件，听取
有关工作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闻办）

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全会精神

走实走稳绿色发展路子

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9月 3日，县政协组织
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对农村电商服
务站点建设进行调研，为我县的农
村电商发展出谋献策。县政协主席
叶天泉，县领导张爱芳、徐建雄、胡
高云、刘冠鹏、李炎香、邹志轩等参
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来到河东镇电子商
务服务中心、河东镇澄塘村电子商务
服务站、五华县电子商务产业示范
园，听取我县电子商务农村站点建设
情况及发展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随
后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县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情况介绍。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相继制订
出台相关规划、扶持、发展等实施意
见，我县的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具备了较好的发展
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县电商及关联
企业达 1925 家，形成网络交易大
6.986 亿元，其中网销额达 1.93 亿
元。至目前，全县已经建成且运作
比较成熟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物流配送中心、电子商务信息服
务平台、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及质
量追溯平台等服务体系，构建运营

“县级公共服务中心+镇村电商服务
站点+合作社（基地）+供应链企业+
贫困户”的帮扶机制。

调研组对我县近年来电商发展
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对农村电商服
务站点建设、电商人才紧缺、市场监
管、农村物流等问题进行建言献策。
调研组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树立
全县一盘棋思路，切实按照县委、县
政府对电子商务发展规划，围绕平台
建设、促进物流产业，树立五华品牌，
培育电商人才，大力推广应用等方面
发力，努力推动五华农村电子商务建
设再上新台阶，为五华乡村振兴和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陈广东 陈广文）

县人大视察特殊群体
救助服务工作

本报讯 进一步做好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救助服务工作，真正实现

“应治尽治，应管尽管，应收尽收”目
标，预防和减少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
祸事件发生。9月 3日上午，县人大
常委会组织部分县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
助和服务管理工作。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邓伯锦，副主
任李伟华、曾冬云、李永浩、李清昌及
部分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视
察，县领导甘飞鸿陪同考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到康宁医院、康
泰精神病医院、五华县精神卫生中心
等地，详细了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
治、康复管理和家庭照护、治安管控
等工作情况开展，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我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
和服务管理工作情况、全县精神卫生
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深入细致做好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和服务管理工

作，是完善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加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一方平安的
重要举措；是保障改善民生，深化平
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要求。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履行好自身职责。要抓好领导
重视，补齐思想短板，把这项工作放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抓好重点难
点，补齐工作短板，严格落实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排查随访、救治救助、监
护管理等政策措施，做细做实各项基
础工作；要抓好部门配合，补齐机制
上短板，强化部门联动，及时通报沟
通有关情况，切实做好日常排查随
访、发病报告、登记建档等工作；要抓
好督查管理，补齐基层基础短板，及
时发现并全面掌握本辖区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基本情况；要抓好宣传教
育，补齐社会关爱短板，营造全社会
关心关爱精障患者的良好氛围，切实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刘海军 黄蔚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规定，五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0年8月27日通过：

决定：
任命何伟雄为五华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

免去邹志轩的五华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职务；

免去朱建芳的五华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职务。

现予公告。

五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8月27日

五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65号）

五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6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规定，五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0年8月27日通过：

免去曾伟平的五华县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免去魏孟涛的五华县人民法院立

案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现予公告。

五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8月27日

本报讯 日前，县委书记吴晖率队
到横陂足球小镇调研中甲联赛梅州五华
赛区筹备情况时强调，要按照中国足协、
省足协关于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做细
做实做好赛事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
安全、顺利、有序举办。

吴晖一行先后到横陂足球小镇察看
疫情防控、球场设施设备、酒店住宿、医
疗卫生、餐饮、训练场地等工作筹备情
况，就目前筹备工作出现的问题逐一指
出，要求加快完善。

吴晖强调，要按照中国足协、省足协
关于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做细做实做好

赛事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安全、顺利、
有序举办；筹备工作要着重在细节处，场
馆附近及相关道路沿线所有工地、企业施
工报备报告制度，严控空气、噪音等污染，
进一步强化供水、供电、通信网络等管线
的供给保障能力，摸清可能存在的隐患，
拿出应急备战方案；在住宿接待方面，要
加强双语标注，提高服务水平和优化接待
细节；要通过赛事带旺人气，综合运用多
种传播媒介对外宣传推介我县历史文化、
旅游、客家美食和特色农产品等，推动五
华文旅产业更上一层楼，全面展示我县良
好城市形象。 （李毅明 陈园）

吴晖率队调研中甲联赛五华赛区筹备情况

做细做实做好赛事各项筹备工作

第一阶段对阵日程表（第一轮）

场序
1
2
3
4
5
6
7
8
9

日期
9月12日（六）
9月13日（日）
9月13日（日）
9月12日（日）
9月13日（日）
9月13日（日）
9月12日（六）
9月13日（日）
9月13日（日）

开球时间
19：00
16:00
16:00
19:35
15:30
19:35
20:00
15:30
19：00

主队客队
成都兴城人居 VS 北京人和
北京北体大 VS 内蒙古中优

泰州远大 VS苏州东吴
贵州恒丰 VS浙江绿城

梅州客家 VS 辽宁沈阳城市
陕西大秦之水 VS 江西联盛

长春亚泰 VS黑龙江FC
南通支云 VS 新疆雪豹纳欢

四川优必选VS昆山FC

场地
双流体育场（开幕式）

都江堰体育场
龙泉体育场

五华奥体中心
横披足球小镇9号场

五华县体育场
常州奥体中心
常州工学院

江阴体育中心

2020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人事任免 中甲联赛五华赛区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