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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市政府办公室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
主生活会。

会上，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
党组书记朱裕华代表市政府办公室领导

班子作检视剖析发言，围绕思想政治、精
神状态、履职尽责、清正廉洁等方面查找
问题，剖析根源，提出整改措施。随后，
市政府办公室党员班子成员、市纪委监
委派驻三组正、副组长依次作个人检视

剖析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强调，要继续深化学习，确保政

治忠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狠抓工作
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围绕韶关发展的
定位，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各

项决策部署，抓好工作的落实。按照市
委“说一件、做一件，做一件、成一件”的
工作要求，确保全面完成今年各项工作
目标任务。要抓好问题整改，力求推陈
出新。市政府办公室领导班子及成员要
结合民主生活会情况，针对查找出来的
问题，明确整改方向，列出整改清单，制
定整改措施，提出整改时限，把存在的
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 仕府办

市政府办公室：确保完成今年工作目标

本报讯 近日，根据中央、省委和市
委统一部署，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
市文联、市社科联等单位领导班子联合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
活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启宇主
持会议，市委第十五指导组到会指导。

会上，刘启宇代表市委宣传部等单

位领导班子作检视剖析发言，联系思想
工作实际，认真查摆存在问题，深挖问题
根源，提出整改措施和今后努力的方
向。各单位班子成员盘点收获、检视问
题，既认真剖析自己，又开展互相批评，
共同接受了一次严格的党性锻炼。市委
第十五指导组指出，市委宣传部等单位

领导班子对本次民主生活会的召开思想
重视、态度认真、准备充分，梳理查摆问
题全面、整改措施具体明确，开出了高质
量、好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刘启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市委宣
传部等单位要以此次民主生活会为契
机，以问题为导向，切实解决问题，推动

工作。一要带头强化政治建设，更加坚
定自觉地把握政治方向；二要带头强化
理论武装，更加积极主动地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要带
头强化宗旨意识，更加坚持不懈地改进
机关工作作风；四要带头强化政治担当，
更加深入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推
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韶关新一轮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邵轩

市委宣传部：落实整改推动宣传工作上新台阶

天刚蒙蒙亮，整个村子还沉寂在香
甜的睡梦中，翁城镇墨岭村驻村工作队
党建指导员、韶关市技师学院教师华梓
翔已早早起来，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楼顶
打起了太极拳，那看似柔和、缓慢的招
式，却显得有几分急促……

不一会儿，华梓翔和驻村第一书记
碰面后，一同出发来到了墨岭村第八小
组正在建设的“新红桥”场地上，该桥是
七、八、九村小组农田机耕路主要干道上
的一座桥，是惠及三个自然小组的民生
工程。该桥由于常年被溪水冲刷，且结
构老旧，几乎不能供载重的小型农用车
通过。由于惠及民生问题，华梓翔和驻
村第一书记了解情况后，立即向韶关市
技师学院和厚街镇政府帮扶单位申请合
作危桥改造，申请很快得到了支持。

随后他们转向下一站——另一座
桥。这座桥是通往贫困户马图昌和马
光伟等部分五组马屋的唯一道路，也是
马 屋 和 部 分 六 组 农 田 耕 作 的 唯 一 干
道。由于上半年雨水季节，溪水把路段
冲毁，车辆无法通行。工作队得知情况
后，马不停蹄地联系各部门和企业，最
终得到爱心企业捐赠建造。来墨岭村
之前，学院党委领导特别嘱咐过，“到村
工作后，扶贫工作一定要精准落实，尤
其是民生工程，惠及贫困村今后的民生
生产发展建设，要大胆做，学院会全力
支持你的工作。”华梓翔常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放在心上。民生工程得民
心。韶关市技师学院党委情系乡村百
姓，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岳永胜和学院
分管副院长邱福坚在 2019年分别入村 4
次和 5 次进行调研和指导，密切关心墨
岭村发展，把墨岭村作为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谋良策、出实招。

驻村工作队监察两项民生桥工程建
设后，回到了村党群服务中心。简单地
吃了个早餐后即刻和村“两委”干部开碰

头会，研究村里集体增收项目建设的推
进工作及墨岭村红色教育基地项目建设
的细节。该项目是华梓翔今年 5月 10日
驻村、全面熟悉村的情况后的首个党建项
目。华梓翔知道，贫困村的基层党建普遍
薄弱；拥有 4 年团建工作经历的他更知
道，党建工作也一样：在心，不在形。只有
把党员觉悟提高和力量发挥出来，带领群
众共同致富，才是乡村振兴的长久发展之
路。他经过一个多月的琢磨，终于找到了
一个大力发展党建的契机：墨岭村早在
1994年已被翁源县人民政府评为革命老
区，可以把几乎已被大家遗忘的破旧“思
源室”重新打造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华
梓翔向学院党委主要领导汇报后，得到了
学院党委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学院党
委表示全力协助村委建设该项目，愿与村
委一起把墨岭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精神
传承下去。该项目同时也得到了村“两
委”的一致同意。

在随后建党98周年的7月1日来临之
际，华梓翔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活动，不仅
请来了韶关市技师学院党委慰问团慰问
困难党员，同时还召集了党支部全体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参加义工自愿服务群
众，与墨岭小学少先队员齐升国旗、同唱
国歌，集体参观破旧“思源室”，通过一起
缅怀墨岭革命先烈英雄事迹，把系列活
动推向高潮。紧接着在全体会议上，重
新打造红色教育基地的方案得到全体党
员高度评价和一致赞同，村民代表大会
也一致同意建设。

上午会议顺利结束，紧接着扶贫工
作队投入到千头万绪的扶贫工作：扶贫系
统、各种项目和扶贫资料的整理，各种文件
的解读，各种表格的统计和填写……每一
件都是重中之重，扶贫工作队丝毫不敢懈
怠，经常会同时接到七八件工作任务，不能
解释，不能推脱，只能默默地争分夺秒去
做，而且不能出错。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

不仅练就了“分身”术，还学会了各种技能。
一个上午很快过去。吃了午饭，华

梓翔电话约了几个贫困户下午下田间拍
产业。打了个盹，在村委干部和电脑员
的陪同下一同到田间拍摄。华梓翔常
说，在产业种养上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贫困户邓添起家，特别是他那刚满 22 岁
的儿子邓顺福，已成为村里产业种养致
富带头人。他种植的甘蔗是全村最好
的，这并非对甘蔗情有独钟。问起原因，
邓顺福高兴地回答：“我的技术都是在韶
关市技师学院派到村给贫困户进行农业
技能培训的老师那学来的，听说还是农
校的老师，很专业，这几年都是技师学院
的老师们过来给我们培训技能，我年年
都去听。今年学院搞的那个‘粤菜师傅’
培训真好，我找到了女朋友，一向不会做
菜的我，现在也可以做几道菜给我女朋
友吃了……”

一个下午的拍摄工作很愉快，回到
村委已将近傍晚。华梓翔带上了半条甘
蔗与在电脑前忙碌的第一书记分享，还
在晚饭期间不停地与他分享今天下午的
田间乐趣……

晚饭后，第一书记和华梓翔两人很默
契地带上自己的“工具”——手电筒开始穿
梭在13个村的每一个巷道。他们逐一来到
63户贫困户家中闲谈，并把农户们的意见
和建议一一记录在“回头看”的“八有”本上。

晚上走访完，回到村委已是深夜，就像
村民常提到的那样：不论是艳阳高照的白
天，还是村民晚归休憩的夜晚，人们总是
能看见工作队走村串户、忙忙碌碌的身
影。“披星戴月出门走，风高月黑把‘家’
还”，这句话已经成了墨岭村驻村工作队
的常态。他们知道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
战，必须日夜兼程。这是他们一天的普通
工作，华梓翔说过得很充实，不敢说一天的
工作已完成，因为明天一样的工作还得继
续干，明天的太极拳还得继续练……

邵技 文/图

韶州大桥横跨北江，全长 1027米，桥面
宽度 44.5m，主塔高 109.5m，是连接芙蓉新
区与曲江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韶州大道的
标志性建筑。现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

“韶州大桥”桥名书法作品。
一、征集内容和范围
面向韶关市民征集“韶州大桥”四个字

的桥名牌匾书法作品。
二、征集要求
（一）作品形式及规格：毛笔书写，字体

不限，三尺或四尺条幅。
（二）作品力求艺术性强，充分彰显韶

关市的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品格高雅，情
感真实，思想性艺术性统一。

（三）本次征集作品不接受已正式出版
和一作多用的作品。

三、权利归属
（一）作品须为作者原创，不得侵犯第

三方的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
（二）作者投稿即表示同意本次组委会

对其报送作品拥有使用权，作者享有著作
权和署名权。获奖书法作品可能选作大桥
牌匾字体模板。

四、评审与奖励
本次征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评奖，将邀请著名书法家对全部来稿
进行评审。入选作者均颁发奖金和获奖证
书。奖项设定如下：

（一）特等奖 1名，奖金 5000元；
（二）优秀奖 5名，奖金各 1000元。
五、作品征集截止时间
征稿时间：即日起至 2019年 12月 25日

截止。
六、投稿方式
（一）邮箱投稿：zdk8888209@163.com，联

系电话：0751-8888209；邮寄地址：韶关市交
通运输局（韶关市浈江区执信路1号）。

（二）来稿请注明“韶州大桥”桥名书法
征稿，征集的作品一律不退稿。

（三）所有来稿请注明姓名、单位、通讯
地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韶关市交通运输局
韶关曲江大道建设项目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本报讯 日前，市关工委有关领导带领
农村创业青年联谊会的成员一行 24 人到
湖南郴州市和资兴市学习考察。

创业青年们先后到种植和养殖示范基
地参观学习，与基地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
沟通和交流。韶关郴州两地创业青年在座
谈会上互相交流创业经验。市关工委有关
领导鼓励大家不忘初心，克服困难，结合本
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和壮大特色
种植业和养殖业，带动和促进创业，帮助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成为讲政治、懂技术、会
经营、有带动性的创业青年，继续发挥“双
带”作用。全体人员还到“半条被子”故事
发生地——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红色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现场体验中国工农红军“半
条被子”的温暖。 温祖娟

本报讯 日前，“阳光查餐厅”走进始
兴，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始兴县市场监管局
突击检查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如右图）。
市场监管部门随机抽取了校园周边一家
餐饮单位和一家便利店进行检查并进行
现场直播，和广大市民一起“查”校园周边
食品安全。

检查组首先对始兴县贤相酒楼进行
突击检查，依据食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现场查看餐厅的三证一照情况、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及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并检查餐厅后厨的环境卫生、原料控制、
加工制作过程、设施设备维护、餐饮具清
洗消毒等内容。在检查中发现该店厨房
排水设施不完善、食品原料索证索票登
记不完善、对从业人员培训制度没有落
实到位等问题。同时，快检人员随机抽

取该店厨房中使用的胡萝卜、辣椒、茼
蒿、菜花等进行农药残留现场快检，抽取
该店的大豆油进行黄曲霉素快检，结果
显示均为阴性。

第二站，检查组来到始兴县壹家便
利店进行检查，现场查看该店的证照情
况、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人员健康管理，
并检查该便利店的食品索证索票、是否
售卖问题辣条等学生常买的食品以及食
品摆放是否符合要求等。检查发现，该
店食品未按规范离地离墙摆放，以及销
售的食品与生活用品一起存放等。

针对上述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开具
检查情况表，列明问题清单，并责令当事
人 7天内整改完成，逾期不改将会对其违
法行为进行查处。

此次“阳光查餐厅”行动旨在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带动并引
导始兴县广大消费者关注并参与食品安
全工作，营造全县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共享”良好氛围。
韶关日报记者 钟政宽

通讯员 胡德优 陈惠韶 摄影报道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和《国
家新闻出版署关于 2019年全国统一换发新
闻记者证的通知》（国新出发〔2019〕39号）要
求，我单位即将收回、作废旧版新闻记者证，
并于 2020年 3月 31日后启用新版新闻记者
证。我单位已对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
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日期：2019年12月14日—12月23日。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韶 关 市 新 闻 出 版 局

0751—8897982 韶 关 日 报 社 0751—
8891128、8881875。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林伟新、
赖玉平、曾明娟、李宇强、李仲超、张小卫、黄
秋耘、谢艳霞、陈海珠、王丽娟、邓小敏、石黎
星、王善业、冯春华、邹英杰、黄悦平、巫寅
婷、李佳、张艳萍、林志明、黄惠媜、李小清、
陈忆文、李新有、彭令辉、聂珍兰、麦琳、朱华
香、肖声扬、彭翀、童铜韶、李赟、魏生革、李
方静、薛柏华、汪露蓉、邱日欣、陈云飘、曾
珍、袁少华、张伟、刘青、黄河、李陶猛、李建
群、吴梦雁、张伟杰、吴嘉宁、杨纯、罗奕麟、
冯兆宇、廖卓敏、王志珍、杨嘉慧、范琳珍、黄
俊、谢馨仪、蓝洁雯、姜新娣、侯海霞、刘嘉
健、邓婷、马佳娃、童雅君、冯学凌、廖丕富、
丘美、潘文敏、王博、刘新辉、张瑛、李泽辉、
李小红、许张龙、曾肖英、杨诗慧。

韶关日报社
2019年12月14日

公示

韶关市技师学院驻村党建指导员的一天

“韶州大桥”
桥名书法作品

征稿启事

“阳光查餐厅”走进始兴

确保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韶关市技师学院教师入村进行“粤菜师傅”就业技能培训。

市关工委领导及农村
创业青年到湖南参观学习

韶郴两地青年
交流创业经

本报讯 近日，武江区委领导班子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
会，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深
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市委主题教育

第四指导组到会指导。
会前，区委领导班子认真开展学习

研讨和学习教育，坚持沟通交流，深入谈
心谈话，梳理检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

并 撰 写 检 视 剖 析
材料，确保此次专
题 民 主 生 活 会 开
出高质量。

会 上，区委领

导班子成员逐一作检视剖析发言，严肃认真
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一次严格的
党内生活锻炼，推动了领导班子履职尽责、
团结奋进，牢记初心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

指导组指出，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
深入，要继续深入抓好专项整治和整改
落实，要建立和执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制度，要把主题教育的成效体现到推

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
会议强调，专题民主生活会后，区委

领导班子要通过“五个下功夫”切实抓牢
各项问题的整改：要在形成“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常态化教育上下功夫；要在建
立脚上有土、为民服务的机制上下功夫；
要在担当作为见行动上下功夫；要在抓
好一项一项问题整改见真效上下功夫；
要在推动知行合一做表率上下功夫。以
此推动武江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奋力争
当韶关改革发展排头兵。

韶关日报记者 陈励 通讯员 陈剑琪

武江区：聚焦问题抓整改 重整行装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