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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十月份召开的县第
十四次党代会亦是对五华乡村振
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第十四
次党代会提出了“551”工作举措，
高质量构建“一城两带四区”发展
新格局，打造业兴人和、长治民乐
的“工匠之乡·宜居五华”。其中，
推动乡村振兴进位便是“551”工作
举措中的“5进位”的其中一个进位
之一，报告对五华农业农村工作的
高位定调，激励县农业农村局上下
凝心聚力、共启新征程。县农业农
村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县第十四次
党代会精神，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协调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激
发乡村蕴含的发展潜力，为五华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县农业农村局坚持把产业兴
旺作为乡村振兴第一要务，坚定发
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县一
园”，以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
手，实现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发
展精深加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应。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

“十四五”期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在 83 万亩、总产量 36 万吨以上。
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品
牌化、特色化发展。培强培优经营
主体和区域品牌，培育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做好“粤字
号”农业品牌，提升农产品市场竞
争力。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要
编制乡村振兴规划，统筹乡村发展
定位、特色产业选择、建设项目。
要以彻底整治人居环境为抓手，大
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要在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
下功夫，深化新一轮农村改革，建
立健全产业链吸纳机制、利益联结
机制，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
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周扬 李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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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胥加仕率队到五华调研抗旱
保供水工作

加快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省体育局局长王禹平到五华调研

以打响足球小镇品牌

推动乡村振兴

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1月 19日，县委常委会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及全省传达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精神，传
达学习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有关会
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及市委
常委会会议决定事项，研究五华贯彻落
实意见。

县委书记朱少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县委副书记、县长丘炀，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钟光振，县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詹庆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宋学希等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把学
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
治任务，以学促干，推动各项工作提质
进档。一要在学深悟透、整体贯彻上学
出信心和决心。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
得的新成就，增强信心和斗志。要深刻
领会把握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走好
新时代赶考之路。要深刻领会把握党
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把五
华发展路子走得越来越好。要深刻领
会把握“两个确立”的深刻内涵和重大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
会把握党的历史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
党、胸怀大局，奋力开创美好未来。二
要在学用转化、促进发展上展现成效作
为。要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的实践要求，紧紧围绕五华县第十四次
党代会提出的高质量构建“一城两带四
区”发展新格局，打造业兴人和、长治民
乐的“工匠之乡•宜居五华”要求，实施

“551”的工作举措，逐项抓好落实，要聚
焦实体经济，全面落实“三新一高”要
求，要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深化改
革，狠抓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以发展实效体现学习
成效。三要在学习培训、宣传宣讲上做
到家喻户晓。要抓好传达学习，把学习
贯彻作为“一把手”工程，领导干部要带
头学，把思想摆进去、把问题摆进去、把
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示范带动
全体干部职工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要抓好宣传培训，制定培训方案，分层
次全覆盖抓好党员干部的学习培训。
要抓好宣传报道，抓好岁末年初的各项
工作。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它事项。
（黄蔚鹏 李龙）

本报讯 11月 22日，水利部珠江
水利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胥加仕
率队到我县调研抗旱保供水工作。县
委副书记、县长丘炀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华城镇华城水
厂、转水镇益塘水库等地，详细了解华城
水厂运营情况，益塘水库水源保障情况，
听取了五华旱情情况、本地水库蓄水情
况以及后续抗旱应对措施等工作汇报。

据了解，2020 年五华平均降水量
1052.2 毫米，较常年偏少约 31%，2021
年 1月至今，累计降雨量 879.2毫米，较
常年偏少 40.3%。目前，全县塘库蓄水
量 9518万立方米，与多年同期蓄水量
相比减少39%，全县共有13宗小型水库
水位低于死水位。

胥加仕对五华抗旱保供水工作予以
肯定，并强调，要抓紧“家门口”水库蓄
水，统筹考虑当前和后期用水需求，抓好
益塘水库等大中型水库枯水期水量调
度，滚动优化调度方案，提前做好水资源
储备；要算清水账，统筹做好水资源的调
度和管理，做细做实抗旱保供水预案，保
证备用水源地水量，落实蓄水保水节水
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用水；要全
力开展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攻坚行动，

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中供水覆盖率，确保
群众生活、生产用水安全；要强化用水管
理，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节水意

识，营造节约用水的社会良好氛围；要提
早开展水库连通、引调提水等抗旱工程
建设，加快推进水库和水资源配置工程

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县领导温定基，市县有关部门负责

人等陪同调研。 （陈园 陈光）

本报讯 近日，省体育局局长王禹
平率调研组一行到五华调研驻镇帮镇
扶村和足球改革工作。梅州市政府副
秘书长黄伟华，市体育局局长陈远洋，
县委书记朱少辉等参加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横陂镇老楼村、
坝头村等地，实地察看李惠堂故居保护
利用、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情况，并召开
座谈会听取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相关
情况介绍，就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开展驻
镇帮镇扶村，推进足球改革、足球小镇
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调研组对横陂镇乡村振兴驻镇帮
镇扶村工作表示肯定，认为在驻镇工作
进驻、帮扶工作开展等方面有力有序，
为下一步帮镇扶村工作奠定了坚实基
础。调研组表示，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在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优势，聚焦
党建引领和产业带动等方面，齐心协力
推动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深入开展。要
摸清底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推进美
丽城镇、农贸市场改造等项目建设。要
创新工作举措，加强宣传推广，积极争
取上级支持。要深入推进足球改革工
作，擦亮梅州足球名片，推动“体育+”
融合发展，发展足球特色产业，打响横
陂足球小镇品牌。同时要加强与当地
党委政府沟通对接，紧密联系群众，充
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攻坚克
难，扎实推进各项帮镇扶村工作，共促
乡村振兴。

县领导谢瑞狮、赖俊香等参加调
研。 （刘海军 黄蔚鹏）

本报讯 11月 19日，五华县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论述，贯彻省委、市委关于安全生
产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五华安全
生产工作，坚决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

县委书记朱少辉主持会议，县委副
书记、县长丘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钟光振，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詹庆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宋学
希等参加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少

凡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作专题辅导学习，随后，县领导罗
丽思、赖俊香、丘武秋、邝逸平等分别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情况作中心组研讨发
言。

会议强调，一要以思想自觉引领行
动自觉。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要把安
全生产作为各项工作的头等大事，贯穿
到各领域、工作全过程，克服麻痹思想、
侥幸心理，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领悟

力、执行力，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
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安全稳定的环境
践行“两个维护”成效。二要以严密之
策确保万无一失。要在“防”“常”上下
大功夫，切实筑牢安全防护网。要从整
体上转变观念，把安全生产工作的着力
点更多地放在源头防范上，由传统安全
事故管理向重视管源头风险治理提升，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足“防”的
措施，牢牢掌握安全生产主动权。要坚
持常态化整治，坚持问题导向，重心下
移、力量下沉，紧盯重点领域，持续开展
安全生产专项大排查大整治，重点抓好

非煤矿山、校园安全、化学危化品、交通
道路、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
重点行业的专项整治。要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坚持系统思维，标本兼治，长效
治理。三要以担当之责共筑安全屏
障。要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做到履行职责到位、
协调联动到位、督促检查到位，共同破
解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顽瘴痼疾。要以
一失万无的高度警惕，细而又细、实而
又实的措施，抓好森林防灭火和疫情防
控工作，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黄蔚鹏 李龙）

五华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11月19日，县委副书记、
县长丘炀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扩大）
会议暨县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省、
市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五华县
第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五华县
第十一届委员会一次会议精神，研究审
议有关事项。

会议强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
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
史交汇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全县上下一是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
意义，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把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细抓好，以扎实的
理论功底、昂扬的奋斗姿态迎接新征程
的一切风险挑战。二是要在学懂弄通
上下功夫，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上来，始
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传承“十
个坚持”宝贵经验，组织开展宣传宣讲，
抓实抓细学习宣传贯彻各项工作，推动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三是要全力做好年底各项工作，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构

建“一城两带四区”发展新格局，打造业
兴人和、长治民乐的“工匠之乡·宜居五
华”。

会议强调，各镇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各自职能进行谋划部署，以实际行
动推动五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
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大力
推行数字化技术，加快信息化服务普
及，助推五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要走
好绿色发展道路。按照“碳达峰、碳中
和”各项工作要求，守护好五华森林资
源，提升水环境质量，加快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建设，大力推进绿色产业发展，
实现美丽与发展共赢。三是要常态化
开展疫情防控。秉承“常态化”思维和
举措，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持续做好各年龄段疫苗接种工
作，筑好全民免疫屏障。

会议强调，各镇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领会、吃透县“两会”精神，紧紧围绕中
心工作，以更高的政治站位，用新思想、
新理念、新思维、新办法认真谋划，围绕
县委“551”工作举措，立足五华实际，抓
实抓好五华未来五年各项工作，高质量
构建“一城两带四区”发展新格局，打造
业兴人和、长治民乐的“工匠之乡·宜居
五华”。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周扬 李嘉森）

本报讯 11月25日，县委副书记、
县长丘炀率队调研交通公路工作。他
强调，交通公路建设是五华高质量构建

“一城两带四区”发展新格局，打造业兴
人和、长治民乐“工匠之乡·宜居五华”
的重要基础之一。各级各部门要强化
协调配合，科学规划设计，为广大人民
群众创造便捷、顺畅、安全的交通出行
环境，用交通先行支撑引领五华高质量
发展。

调研中，丘炀一行先后来到G238线
五华大桥扩建工程、S223线梅县区南口
至五华县水寨大坝段、兴华高速公路转
水互通点、兴华高速公路锡坑互通点、
G355马汕下段改线、河东平南高速公路
出入口连接线和郭田高速公路出入口连
接线等建设现场，实地查看了道路建设
情况，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
决项目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丘炀指出，经济要发展，交通须先
行。交通道路建设既是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县第十四次党代
会和县“两会”的召开，对五华交通公路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统一思想，切实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
性布局，积极对接国家、省和市“十四
五”发展规划，狠抓重大交通项目规划
和建设，以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全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丘炀强调，要从“大交通”格局着
眼，谋划建设一批交通公路重点项目，
拉开五华建设发展框架。要树立“说了
算、定了干”的意识，抢抓有利时机，全
力以赴攻坚克难，千方百计加快施工，
以实际行动提升百姓幸福感、获得感。
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快项目征迁进度，
做实做细群众的思想工作，为项目顺利
推进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努力把每一
项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满意工程、精
品工程。 （周扬 李嘉森）

各镇人民政府，县府直属和省、市属驻
华单位：

经五华县人民政府批准：
免去温铁皇同志的五华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职务。

五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1月19日

丘炀率队调研交通公路工作

以交通先行支撑引领五华

高质量发展

人事任免

关于温铁皇同志免职的通知
华人社任字〔2021〕20号

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加快五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立足新起点 奋进新征程

编者按：县第十四次党代会、县人大第十六届
第一次会议、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已胜利召开，为
进一步掀起贯彻学习“县三会”精神热潮，持续做好

“三好一正”工程，凝聚广泛共识，动员全县上下凝心
聚力，立足岗位本职，深入实施“551”工作举措，高质
量构建“一城两带四区”发展新格局，努力打造业兴
人和、长治民乐的“工匠之乡·宜居五华”。根据县委
工作部署和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安排，
《五华政报》于本期启动“立足新起点 奋进新征
程”——贯彻落实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系列主题
报道工作，全面反映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县党代
会精神的生动实践和典型。敬请读者关注。

县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

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