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着笔记本，走村串户访民
情……过去两年，他每天都冲锋在
脱贫攻坚战场前线。曾在云城区南
盛镇桐岗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黄
日新是一名转业军人。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以来，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优良
作风，以当好第一书记为己任，察民
情解民忧和驻村干部一起带领村民
脱贫致富。今年，他被评为“云浮市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黄日新，2015年7月从部队转业
到云城区民政局工作，2019年6月全
市脱贫攻坚工作队员轮换，需要选派
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善于做群
众工作的干部到基层扶贫。黄日新
服从组织的安排，收拾了简单的行装
便来到云城区南盛镇桐岗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他说，“我当过兵，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组织需要，
我一定服从安排。”

初到桐岗村，黄日新便投入工作

中，当了解到在2019年3月份云城区
纪委到桐岗村党支部巡查时通报的

“桐岗党基层会议记录乱、不全；值班
制度落实差，服务群众工作落实不及
时”等问题时，黄日新马上整改，在村
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重大事项决策
执行“四议两公开”，结合桐岗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工作，正规有序地开
展了党支部“三会一课”，与桐岗支部
及党员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展
相关的主题教育、党课学习等，桐岗
村的党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提升，各项
制度也都得到了落实。

面对桐岗村基础设施落后的情
况，黄日新倾尽所能帮村里修路、通
水，凡是他能做到的，都想尽办法帮
群众实现。他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中的领导核
心作用，做强富民兴村产业，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乡风文明，全
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建设。在村中人居环境
整治中，投入约 12万元完成 1条村
主排污河道硬底化长 200米、村巷

道 3条共 230米、3处硬底化共 600
平方米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积极
主动向上级部门申请和争取到 4个
项目，资金达 5万多元，帮扶了桐岗
村农田水利修缮水圳 3处。在“三
清三拆三整治”推动工作中，共清拆

“三旧”（危房、猪舍、露天厕所）共
380处 2.8万平方米，大大提升了村
容村貌。

黄日新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
投入到了桐岗村的脱贫攻坚上，经
常入户了解关心家庭成员的务工、
生产、生活情况，期间由帮扶单位
云城区民政局牵头对村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122人的购买合作医疗保
险、27名读书子女生活补助申请、8
户贫困户的住房修缮等较好地完
成了各项脱贫攻工作任务。并在
传统的中秋节、春节组织单位领导
和职工干部分多批次向建档立卡
的脱贫户 42 户 122 人进行慰问达
130多人次，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
达 4万多元。

2020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
由于气候影响，桐岗村雨水较少，农

田水稻等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的干
旱，黄日新对农田水圳维修 6处、人
工维护灌溉水渠6次、购置及维修抽
水泵3个、灌溉抽水用电达7千多元，
2020年11月向农业部门申请可种植
面积 300 亩的玉米种子共 60 公斤
120包已全部发放到桐岗村农户手
中。大力协助农户大量种植花生、玉
米、水稻等农作物，确保了农户粮食
充足；去年疫情期间，针对疫情后“复
工复产”，黄日新主动引导劳动力外
出务工和推介相关招聘工作岗位。
并及时出具健康证明让外出务工人
员能顺利的“复工复产”，确保农户收
入稳定。

昔日贫困村，今朝换新颜。桐岗
村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顺，昔
日脏乱差的穷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
远近闻名美丽乡村，群众心中充满
了自豪感。黄日新说：“群众过上幸
福生活，就是我的幸福。如今回到
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我将把这份宝
贵的脱贫攻坚精神贯穿到今后的工
作中，为人民服务，为民政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

扶贫路上的贴心人
——记云浮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黄日新

本报记者 游思明

本报讯（记者 欧爱红 通讯员
阮丛薇 赵洁琪）国庆是高速出行的
高峰期。近日，清云高速针对交通安
全意识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打出
节前保安全组合拳。

清云高速沿线村镇多，居民安全
意识较为薄弱，桥下常被当作“乘凉
地”和“仓库”。若桥面发生安全事
故，易波及桥下，安全隐患大。清云
高速志愿者深入周边村镇，针对桥下

“闲置地”这个靶点进行整治，他们在
桥下张贴安全告示，以宣传和劝离教
育的方式，让群众明白在桥下逗留的
风险，形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同时，
清云高速还广泛使用无人机，对一些
人力难以到达的地方和桥梁周边进
行巡查，提高了巡查效率，降低了安
全风险。

在利益的诱惑下和侥幸心理的
作用下，高速公路超限超载现象屡禁
不止。针对超限超载这个靶点，清
云路政不断加大治超力度，联合属
地综合执法局和交警支队开展入口
治超联合整治行动，对入口货车进
行逐辆检查、计重，让超限车司机
知难而返。近日在清云高速的治超
现场，高速的路政员给货运司机发
放宣传单，宣传交通法规，大力推
进人人主动参与治超的平安交通建
设，强化广大司乘和群众的安全意
识，创建“联勤联动”和“群防群治”治
理格局。

靶向施治 群防共治

清云高速打出节前保安全组合拳

我为群众办实事
交通整治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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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综合利用和治理

第十八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和养殖户应当通过自行处理或者
委托他人处理等方式，对畜禽养殖废
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防
止污染环境。

采取公司加农户模式进行畜禽
养殖的，公司应当协助农户采取有效
措施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

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和畜禽养殖
废弃物处理活动，应当及时对畜禽粪
便、污水等进行收集、贮存、清运和处
置，防止恶臭和畜禽养殖废弃物渗
出、泄漏。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鼓励、支持利用
畜禽养殖废弃物生产有机肥以及建
设相关配套设施。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采取制取沼气
等方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能源
化利用。

第二十一条 通过种植和养殖
相结合的方式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

行消纳利用的，可以自行配套耕地、
林地等对畜禽养殖粪污就近就地进
行消纳利用，也可以通过与养殖、种
植经营组织和个人签订消纳协议进
行异地消纳利用。

消纳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不得
超过县（市、区）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当地耕地、林地的消纳能力和
区域环境容量等确定并公布的具体
消纳配置参数，应当消除可能引起环
境污染或者疫病传播的有毒有害物
质，并且按照有关规定建设储存、输
送、浇灌等配套设施设备，保证其正
常运行。

第二十二条 禁止向环境直接
排放未经处理的畜禽养殖污染物。

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畜禽
养殖场所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
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依法取得
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禁止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
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畜禽养殖污染物。

禁止通过私设暗管、渗井、渗坑、
裂隙、溶洞，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
治配套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
排放畜禽养殖污染物。（未完待续）

云浮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本报讯 （记者 周洲 通讯员

欧阳鸣秋）为将党史学习教育推向
深入，着力提升我市基层民警、警辅
人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意识，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云
浮市公安局组织部署开展“党旗在警
营高高飘扬”——云浮公安践行重要
训词精神“微党课下基层”宣讲活动，
将党史学习教育覆盖基层最前沿，在
全市公安队伍上下掀起“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热潮，激发
起广大公安民警学习先进、争当先进
的工作热情。广大民警、警辅人员纷
纷表示，“通过微党课送教上门，既方
便了学习，形式又别开生面，非常接
地气，我们都喜欢听”。

“我讲的课题是‘初心的模样’，
通过到基层调研了解他们想听什么
内容，让讲课的内容更贴近需求，更
接地气。”市公安局民警、宣讲团成员
赵磊告诉记者，她所在的第三小组先
后走了 13个基层派出所，辅导了 26
节课。从备课和授课过程对党史再
学习，对身边优秀典型故事再了解，
对自己坚守初心，做好公安工作有了
更深层次的理解。

据了解，为了让“微党课下基层”

宣讲活动取得实效，市公安局成立
“微党课下基层”宣讲活动领导小组，
由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雄光任组长，在全局抽调精兵强将
组建云浮公安机关青年宣讲团，分成
三人小组分片区赴全市74个基层派
出所（含森林分局派出所6个），为全
市基层派出所全体民警、警辅人员、
辖区流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留守
儿童）等进行授课。据统计，自 8月
30日，“微党课下基层”宣讲活动启

动以来，已对全市范围内 74个基层
派出所开设微党课，共上了 160课，
辅导人数达1380人次。

“首批青年宣讲团直达基层采集
素材，提炼加工、去粗取精。目前微
党课取得效果超出预期，在公安队伍
里面深受欢迎，反响非常好。”市公安
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蒋小玲说。

据蒋小玲介绍，微党课的内容设
定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有关党
史学习教育的要求，结合本地公安队

伍正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真实故事，宣扬基
层民警、警务辅助人员先进典型，展
现队伍忠诚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风
貌，让党史学习教育覆盖基层最前
沿，让“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
德 学史力行”落地见效。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授课过程中
设置的分享环节。到场听课的人，也
是讲课人。我作为一名普通基层的民
警，不仅可以学习到身边的优秀典型，
也可以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内心疑
惑和成长感悟分享出去。那天，我在大
伙面前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说出来，感觉
太棒了。”云城派出所民警林家烽谈起
上课的经历时还颇有点意犹未尽。
他告诉记者，通过微党课的学习，对
日夜相处的战友们有了更多的理解
和包容，对习以为常的警务工作有了更
深的认识和思考，让他更加笃定追随中
国共产党，服务好广大群众的信念。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组织好有关部门加大对微党课升
级打造力度，通过“引进来”方式，邀请
专业团队进行指导；以“走出去”姿态，
广泛收集意见，加大微党课讲授的受众
面；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要求，举一反三，
创新形式，推出更多让民警、警务辅
助人员、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活
动，促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云浮公安“微课堂”扛起“大担当”

160堂微党课掀起党史学习教育新热潮
云浮公安

——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记者 周洲 通讯员
李玉芝） 9月29日，在云安区居家养
老综合示范中心，来自云安区民政局
的工作人员和我市志愿服务协会的志
愿者与中心的老人们一起举行“迎国

庆、做手工、挂国旗”活动，共同庆祝伟
大的祖国72岁生日。

大家一起亲手制作国旗，鲜艳的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成了社区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

围，更体现了社区居民对祖国的无限
热爱和真诚祝福。活动中，老党员林
婆婆还亲手切生日蛋糕与大家分享，
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通过活动，既营造了尊老、爱

老、敬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为社区
长者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更进
一步增强了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和凝
聚力，更激荡不忘初心、团结拼搏的
爱国情怀。”社工小李说。

云安区老人手制五星红旗为祖国庆生

本报讯（记者 苏显亮 通讯员
李旭明）日前，市生态环境局领导
带检查组到罗定市、郁南县开展国
庆节前环境安全检查工作。先后检
查了广东中润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云
浮市态森德药业有限公司的污染防
治设施建设和运作情况。

检查组在检查中强调，企业要切
实主动履行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
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底线思
维，强化环境安全管理，加大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力度，有效防范环境污染
事故。一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为契机，全面梳理排查企业环境管
理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既要抓好督
察整改工作，又要着力提升企业整体
管理水平。二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重点排查
危险废物、危化品、尾矿库和有限空
间作业场所，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必须
要严格落实“七不准”措施；对污染防
治设施的升级改造要确保安全为前
提，在施工前要做好安全评估，必要
时要报安全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确
保万无一失。三是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要加强巡查监管和业务指导，及时
发现环境问题，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
实，确保取得实效。

同时，检查组还要求属地生态环
境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守好环
境安全底线，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
契机，切实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环境
问题，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和安全感。

市生态环境局开展
国庆前环境安全检查

本报讯（记者 周洲） 9月30日，
市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工作专班联合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应急管理局在市应急管理
局举办第二期和第三期全市大货车
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培训班，重点对全
市混凝土搅拌站、在建建筑工地、水
泥厂和大型石材企业负责人、运输企
业负责人以及大货车司机开展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培训。各县（市、区）设
分会场组织学习。

当日上午，在第二期培训班上，
来自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和市公安局
的授课人分别结合各自领域的工作
实际、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办
法，以及在之前排查整治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结合警示教育片的真实案例
进行剖析讲解。

“此次课件主要针对混凝土搅
拌站、在建建筑工地车辆安全管理
等方面进行一次安全管理的宣讲和
普法宣传，指导、督促相关行业及从

业者要以此次大货车交通安全风险
攻坚整治为契机，切实抓好安全生
产的各个环节问题。”授课人、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助理工程师廖光华
说。

前来听课的相关企业代表和司
机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给自己敲响
了警钟，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和安全
知识。

“回去后将此次培训的知识和精
神传达贯彻好，教育职工从要我安全
到我要安全的转变，切实抓好安全生
产的每一个环节。”参加培训的市恒
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司机代表钟
记新告诉记者。

市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
风险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组织有关部门对客运、快递、物流
等企业进行培训，推动各类道路交通
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坚决杜绝无牌无证、违章驾驶、超速
超载等行为，共同维护好我市道路交
通安全稳定形势。

全市大货车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培训班开班

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交通安全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