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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
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及
省委书记李希相关批示精神，全国防汛
抗洪救灾工作专题视频会议精神和全省
三防工作专题视频会议精神，《中国共产
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精神，以及《中央
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精
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委书记李
红军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书记李希批示精
神，按照全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专题视

频会议精神和全省三防工作专题视频
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
识，始终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作为灾害
防御工作的第一任务，全力以赴抓紧抓
实三防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要增强防汛意识，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完
善应急预案，做足各项准备工作，尽最
大努力降低灾害天气对我市的影响。
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旱准备，科学调度山
塘水库蓄水水位，做到既确保安全度
汛，又为抗旱留足备用水源。要持之以
恒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加强防火巡
查、宣传警示和应急演练，针对森林火
灾发生规律，拿出针对性防范措施，坚
决维护我市森林资源安全。要加强值

班值守，严格落实节假日领导带班制
度，确保一旦发生灾情第一时间指挥调
度，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关心关爱高
温一线工作人员，落实防暑降温措施，
保证劳动者在生产工作过程中的安全
和身体健康。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
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
例》以及各项党内法规，推动广大党员干
部把两个《条例》和其他党内法规学习领
会好、严格落实好。要推动各级党委（党
组）深入贯彻落实《请示报告条例》，进一
步加强和规范向上级请示报告工作，提
高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全力做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实事求
是学，切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运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要立足韶关
实际，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切实抓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贯彻落实工
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韶关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
成果。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书记李希、
省委常委叶贞琴在相关文件上的批示精
神，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韶关日报记者 李方静 汪露蓉

本报讯 前日，我市第四届机关工
作创新创优现场竞赛圆满结束。经过激
烈角逐，服务中心、岗位创新和转变作风
三个类别分别决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和优秀奖各 5名。

机关工作创新创优竞赛是我市机关
党建特色品牌，到今年已举办四届。今
年的现场竞赛于 7月 13日至 15日举行，
全市共有 45 个项目进入现场竞赛，其

中，南雄市直工委推送的《“街长制”助
力 让城市更美生活更好》和市税务局直
属机关党委推送的《“云游税月”助复产
促发展》获服务中心类一等奖；武江区直
工委推送的《创新人民调解“百米服务
圈”推动“枫桥经验”结出硕果》和市税
务局直属机关党委推送的《阳光理财

“e”路通行》获岗位创新类一等奖；市财
政局机关党委推送的《“微论坛、大成

效”——四重奏转学风助力学习教育创
新提效》和浈江区直工委推送的《构建

“谐约共建”机制 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水平》获转变作风类一等奖。

本届大赛突出党建引领，聚焦基层组
织服务中心、岗位创新和转变作风，通过
创新项目的汇集、评选、展示，把坚持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与
推动机关党建创新发展、提升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有机结合，不断探索围绕中心、建
设队伍、服务群众的新方法、新路径。

目前，我市机关工作创新创优竞赛
已初步建成基础制度完备、体制机制运
行顺畅的市直机关单位工作竞赛平台，
力 争 将 竞 赛 中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机 关 党 建 创
新 实 践 工 作 法
普 及 到 我 市 相
关工作领域，助
推 我 市 机 关 党
的 建 设 质 量 不
断提升。

范琳珍 连璐

本报讯 随着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
和受高温天气的影响，7月 14日，我市电
力统调负荷年度第二次创历史新高，达
到 228万千瓦，同比增长了 5.06％。

为确保全市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南
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早部署、早谋划、
早安排，精心编制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
方案，并加强负荷分析预测，合理安排电
网运行方式，多举措全力备战夏季用电
高峰，全力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用电需求。

前日下午，记者跟随城区供电局现场
运维人员来到前进站10千伏书城线，烈日
当头，地表温度在60℃以上。工作人员穿
着厚厚的工作服，身上携带着多种工具，
细致地进行故障排查。半个小时后，每个
人的上衣都逐渐湿透了，记者注意到，在

故障排查中，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人
员早已把炎热和口渴抛之脑后。“夏天温
度高，空调用电激增，加上天气变化无常，
会出现线路故障。”该局西河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为保证各行业和市民用电，
他们加强了线路的巡查力度。

据介绍，为让广大用电客户舒适度
夏，该局根据迎峰度夏方案，常规性开展
各大客户群的用电检查，给予用户用电建
议。加紧网格化客户经理入驻各大小区
业主群，动态了解各客户的用电情况，务
求做到主动出击、消缺排患。同时，安排
人员开展线路特巡、设备测温及负荷测试
工作，抢修人员、党员服务队24小时待命，
确保电网故障能及时处理、迅速复电。

韶关日报记者 廖卓敏 通讯员 邵甸

本报讯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0
年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我市
德丰机械有限公司等 27家企业榜上有名。
截至目前，我市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达到 46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主营业务和
发展重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要求，
技术创新和融资能力强，发展速度、效益和
质量好，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发展道路的中小企业。

2019年我市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含高成长中小企业）19 家，拥有发明专利
共有 39 项，233 项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
利，实现税收约 32159.48万元。今年以来，
我市通过精心培育，新增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数量达到 27家。

据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我市不断强化对有成长潜力和市场前景
的中小企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制定“专精
特新”扶持政策，力促中小企业走“专精特
新”发展路子，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韶关日报记者 吴嘉宁 通讯员 谭桄华

本报讯 近日，由省委网信办、省扶贫
办联合主办，省互联网业联合会承办的“脱
贫攻坚—广东互联网企业在行动”粤东西
北结对帮扶活动走进新丰，到该县黄磜镇
茶峒村、马头镇桐木山村、丰城街道紫城村
等地开展调研，捐助部分村公益项目。

在黄磜镇茶峒村，调研组走访了花卉
基地、茶峒小学以及大丰农场，并召开座谈
会，听取茶峒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以及脱
贫攻坚情况介绍，与镇、村负责同志互动交
流，深入了解村、学校存在的困难和需求，
就茶峒村产业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文
化建设、利用互联网拓宽宣传渠道、增强品
牌影响力等方面提出建议。

在紫城村五点学堂，调研组详细了解
学堂的建设情况，建议紫城村充分利用省
民政厅帮扶及自身区位优势，做好老人、小
孩和妇女的保障服务。现场还举行了紫城
村“TT语音幸福书屋”揭牌仪式。

在马头镇桐木山村，调研组实地调研了
山泉水高密度养鱼、艾草种植等产业发展情
况并与镇、村干部互动交流。现场还举行了
桐木山村“TT语音幸福书屋”交接仪式。

参加调研的互联网企业纷纷表示，通过
此次结对帮扶活动，在调研过程中更多地了
解新丰县部分村和学校的困难和需求，后续
将会结合企业的资源，提供相关的帮扶。

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特约记者 陈志佳 通讯员 李建娣

本报讯 （记者 张伟杰 通讯员 潘
城） 前晚，我市登山协会公益救援队 6名志
愿者，携带冲锋舟、水灾救援绳索、医疗救
护包、医疗救护担架等救援装备物资，前往
江西省鄱阳县支援抗洪抢险工作。昨日上
午，6名救援队队员已经安全到达江西省南
昌市。

7月 6日以来，江西局部地区连降暴雨
导致鄱阳县等地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截
至 7月 14日 21时，此次洪涝灾害已波及南
昌、景德镇、九江、上饶等 10个设区市和赣
江新区共99个县（市、区，含功能区）的642.4
万人，其中 65.4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大量
的农田被淹，房屋倒塌。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15 日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成员代表回信，赞
赏他们对中国和平发展、开放发展的坚定信心和继
续扎根中国的承诺，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建
设性建议。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当前，中国正在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全面落实“六稳”、“六保”的重大政策举
措，为中外企业投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营商环境，
开辟新机遇新前景。你们坚守扎根中国发展是正
确选择。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各国利益高度融合，人类
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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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满足用电需求

规范建设 履职为民
——我市全面推进县乡人大工作综述

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通讯员 赖国斌

上图为城区供电局工作人员在前进站10千伏书城线进行检修。廖卓敏 摄

村民说，与人大代表见面的机会多
了，自己的诉求也能快速得到回音，反映
问题多了一条渠道。人大代表说，平台
更完善，机制更健全，监督更有力，履职
更有效，为民说话的底气更足了。这是
我市落实省人大常委会相关指导意见，
全面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后发生的可喜
变化。

近年来，我市把推进县乡人大工作
规范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市人大常委
会完善督导机制，加大指导力度，全市县
乡人大工作机构、人员队伍等不断健全
完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明

显并得到省人大常委会的充分肯定。在
7 月 8 日的深入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
精神交流会上，我市作了经验介绍。

履职全天候
服务群众不打烊

今年“五一”期间，曲江区马坝镇东
成雅居小区停车场出入口旁边滞留着大
量的生活垃圾，因天气炎热，散发着阵阵
恶臭，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的正常生
活。镇人大代表李锦梅获悉后第一时间
将情况反映在该镇人大代表工作微信群
里，讲述问题说明群众诉求并附上现场

图片。这个问题立即引起了相关职能部
门的重视，及时派人核查。

经了解，负责该小区的环卫公司由
于更换了新的压缩垃圾清运车，新车在
小区通行有困难，导致了垃圾清运不及
时。了解问题症结后，人大代表一方面
向小区居民进行了解释，安抚居民情绪，
一方面督促相关部门安排人员设备对小
区垃圾及时进行清运，让问题快速得到
了解决。

马坝镇人大主席甘自强告诉记者，
该镇人大代表分镇人大代表和驻镇区人
大代表，分别建有 2个工作微信群，通过

用好用活微信工作群充分发挥各级人大
代表的作用。

据介绍，该镇微信工作群功能很
多，如学习培训，定期发布人大专业知
识，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广泛收集社情
民意，对代表反映的问题及时交办并督
促相关部门落实整改等。“微信工作群
可以图文并茂反映问题，还可以随时掌
握问题整改进度，让群众反映的问题事
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收集的问
题百分之百都得到了及时解决。”甘自
强说道。

加强自身建设
夯实人大工作基础

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代表联系群众、
发挥作用的平台。在翁源县江尾镇南塘
村，记者见到了该村的村级人大代表联
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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