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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镇党委书记 邵正斌
核活动，并对排名靠前的村委会班子成员发放表彰
金额 4.3 万元。驻村第一书记解决 356 个民生问题，
联系帮扶单位投入 253 万帮扶资金。镇委主动联系
上级帮扶单位，投入 148.5 万元扶持村集体经济项
目 5 个，镇配备资金 8.5 万元，5 个集体经济当年实
现创收。对生产发展达 10 万元以上村干部进行奖
励，已奖励 55 人；对生产积极性较高的贫困户在家
庭个人纯收入达 5000 元以上、已脱贫户达 8000 元
以上、种桑养蚕千斤户和万斤户进行奖励，共奖励
227 户农户和 11 个村小组，
表彰金额达 50 多万元。
2018 年工作计划
（一）全力以赴完成 2018 年全镇脱贫出列任务，
巩固好 2015 年以来已脱贫人员增收。抓好产业扶
贫，创新扶贫奖励方式，扶贫奖励资金在 2017 年的
基础上再增加 15 万元。
（二）抓好桑蚕产业的提质增效工作，力争把长
征打造成一个大型的桑蚕产业基地。
（三）抓好党建巡查和“比学赶帮超”工作。抓
好夜晚值班学习制度和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继
续倒排软弱涣散党支部，并加大力度整顿。拿出 30
万元对优秀村干部、党建工作作用突出人员进行奖
励。

贫。
（二）强基固本，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对 17 个党
支部开展书记抓党建三级联述考核，对 17 个村党支
部开展宣传十九大精神 15 场次,督查并整改两学一
做突出问题 27 个。开展“两学一座”知识竞赛、
“书
记讲党课评比””等党性实践活动，全年新发展党员
18 名；创建什卓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牙挽村百香
果种植基地等,实现村集体经济全覆盖，组织贫困群
众参加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学习 69 期超过 2 万人次,
召开各类培训班 32 次。
（三）廉洁自律，牢固树立人民公仆形象。坚持
重大问题经镇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遵守中
央八项规定等各项党纪法规，
无违法乱纪行为。
2018 年工作计划
一是继续在全镇范围大力推广种桑养蚕等特
色产业。 二是加大联村帮扶救助力度，进一步扩大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覆盖面，认真抓好危房改造工
程。三是着力抓好南美村整村推进建设。四是
2018 年完成 172 户 625 人脱贫任务。

红毛镇党委副书记、
人民政府镇长 陈东
2017 工作实绩
一是全镇综合经济实力稳步上升。
2017 年 全 镇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16891.624 万
元，农民群众人均收入达 10282 元。二是
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实施道响村、
番响、南美等 7 个村生产便道建设，完成罗
坎等三个村饮水工程建设，金屏、罗担等 9
个村污水工程基本完成，红毛供水厂已进
入试运行阶段。三是狠抓农业结构调整，
特色产业层次稳步提升。种植橡胶 2.76
万亩，益智近 2.5 万亩，槟榔 9675.1 亩。完
成蚕房建设 298 间，新增种桑 1934 亩，养
蚕 3823.4 张 ，产 茧 36.26 万 斤 ，产 值 达
669.08 万元。养蜂 9358 群，产蜂蜜 6.11 万
斤，产值 305.7 万元。发展红毛丹 95.2 亩、
百香果 50 亩。四是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黎凑、架便、金屏等 6 个富美乡村已动工，
南美村村庄已拆迁完毕并已动工建设，镇
墟外立面改造已完成总工程量 60%。五
是乡村旅游深入发展。全年接待游客
12.5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371 万元。六是
扶贫工作扎实推进。2017 年，投入资金

1353.98 万元，改造危房 143 户；发放向贫
困学子生活补贴和助学金 145.02 万元；帮
助贫困户报销大病保险 25 人次 8.8 万元；
新农合慢性病报销 148.2 万元；落实生态
补偿 875.2 亩 22.33 万元；全镇共有具有双
重身份的有 51 户 141 人。成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 10 个、龙头企业 3 个、专业养殖大
户 1 个，发放分红 106.76 万元，2017 年我
镇实现 209 户 817 人脱贫。七是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2017 年转移农村劳动力 768
人，城乡医保参保率达到 104.4%，计生“三
项必备指标”均控制在省、县下达范围内，
投入 166.7 万元用于环境卫生设备采购和
整治。
2018 年工作计划
一是引导农民发展种桑养蚕、养蜂等
特色产业。二是培训种桑养蚕、橡胶割胶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三是抓好南美村
整村推进工作。四是抓好镇村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五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完成
172 户 625 人脱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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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镇党委书记 黄才雄
2017 年工作实绩
（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017 年全镇实现农
业生产总值 16891.624 万元。一是引导农户发展桑
蚕、养蜂等特色产业，2017 年全镇农民人均收入达
到 10282 元。二是全镇种植橡胶 2.76 万亩，益智种
植近 2.5 万亩,槟榔种植 9675.1 亩。三是完成蚕房建
设 298 间,2017 年新增桑园 1934 亩，养蚕 3823.4 张，
产茧 36.26 万斤，产值达到了 669.08 万元,养蜂 9358
箱，蜂蜜产量 6.11 万斤，产值达 305.7 万元,发展红毛
丹 95.2 亩、百香果 50 亩。四是黎凑、架便、金屏等 6
个富美乡村已开始动工，南美村村庄老旧房屋已拆
迁完毕，并已动工。镇墟外立面改造已完成总工程
量的 60%。五是全年接待游客 12.5 万次，总收入
1371 万元。六是转移贫困户劳动力 413 人，城乡医
保参保率达到 104.4%，纳入城乡低保 90 户 254 人。
七是投入资金 1353.98 万元，扶持贫困户开工改造
危房 143 户；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10 个、龙头企业 3
个、专业养殖大户 1 个，累计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分红 106.76 万元，2017 年我镇实现 209 户 817 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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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

编者按：为全面、客观、公正考核我
县 2017 年度各乡镇和县直部门科级领
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发挥职能作用、履行
岗位职责等情况，加强领导班子及领导
干部的管理与监督、激励与约束，本报
将分为几期对全县正科实职领导干部
实绩进行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评
判和监督。

2017 年工作实绩
（一）攻坚克难，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7 年脱贫 145 户 631 人，贫困发生率降到 1.3%，
建档立卡贫困户村 5 个，现脱贫出列 4 个。帮扶单位累
计投入 112 万元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 5 个。采取四种模
式抱团发展，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501.5 万元，建立了 7 个
扶贫产业基地。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230.8 万元，用于改
善贫困村基础设施。为 367 名贫困学子发放教育补贴，
累计发放补助 102.7 万元。共有 123 户贫困户进行危房
改造，累计投入危房改造资金 900 万元。将符合条件的
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共有贫困、残疾户 43 名获得医
疗救助、临时救助金 14.7 万元。我镇共举办 7 期培训班，
惠及贫困户 420 人，引导外出务工 402 人，对家庭人均纯
收入达到 5000 元以上的 85 户贫困户进行奖励。
（二）抓重点促增长，
推动“三农”
工作稳步发展
加大槟榔病虫害防治力度，助力农民增收。经过摸
排全镇共有 5402.27 亩槟榔疑似病虫害，投入资金 52.6
万元进行防治，全年槟榔产量 4483 吨，产值 7622.4 万元.
全镇桑蚕养殖面积 1816.61 亩，蚕茧总产量达到 26.5 万
斤，产值约 509.2 万元。截止目前，我镇种桑养蚕千斤户
119 名，万斤村 11 个。农村土地确权测量面积约 7 万亩，
材料归档完成率达 100%。
（三）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大力开展“河长制”工作，成立镇级领导机构，镇村
级河长一共有 35 名组成。并结合污水治理 PPP、富美乡
村项目治理村内污水排放问题。落实人口计生工作，各
项计生指标均达到标准。推进新农合、农保缴交及做好
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加强环境卫生整治。推动富美乡村
建设，
打造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小镇。
2018 年工作计划
一是坚持多种经营，继续抓好特色产业，加快农业
产业化进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是紧
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六个精准”、
“十二个一批”政
策要求。四是加大科技推广力度，加快劳动力转移。五
是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六是
扎实推进各重点工程建设进度。七落实好“河长制”机
制。

长征镇党委副书记︑
人民政府镇长 王传旺

2017 年工作实绩
（一）特色农业取得重大效益。全镇桑蚕面积
1816.61 亩，惠及 334 户农户（96 户贫困户），已有 86
户贫困户通过养蚕实现脱贫。南什农户新种植桑
蚕面积 320 亩。全年产蜂蜜 43.82 吨，产值 354.73 万
元。2016 年度荣获全县种桑养蚕工作二等奖和农
民增收二等奖。
（二）脱贫攻坚取得重大突破。2017 年初计划
脱贫 97 户 420 人，2017 动态调整脱贫 145 户 631 人，
截止目前，我镇总体脱贫进度达 95.34%，贫困发生
率降低至 1.3%。2017 年计划脱贫出列罗反村委
会。2017 年我镇在 5 个村委会建立 7 个扶贫产业示
范基地，全部投入运营，带动我镇 306 户建档立卡户
实现抱团发展养殖黑山羊、生猪等产业，并在今年
年底发放分红 62.8 万元，人均获得分红 470 元。提
供 4 类精准扶贫村级公共服务岗位 110 个。全镇
12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共拨付贫困
户资金 902.0314 元。
（三）重大项目取得重大进展。镇墟立面改造
项目施工已达到 65%进度，完成投资 650 万元。基
础设施项目完成投入 1000 多万元。
（四）党建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已开展了 4 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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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运乡党委书记 邓运周
2017 年工作实绩
贫困户办理金融信贷，发放信贷资金 202 万
（一）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主持召开党 元 ；组 织 观 看 脱 贫 致 富 电 视 夜 校 69 期
委专题会议 16 次；
帮助解决党建等各类问题 28000 余人次。
63 件；
发放党员干部
“八小时以外”
行为规范
（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宣传小手册 90 本；年初与各支部书记签订 制度化情况。组织各类学校宣讲 196 次；组
《党建工作责任书》；
构建党建工作与业务工 织参加“三会一课”培训班两期；是发放《党
作同研究、
同部署、
同考核的工作格局。
章》等各类宣传手册书籍 1800 余份，制作
（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今年以来 “两学一做”宣传牌 26 块、宣传栏 9 块，悬挂
共处分党员 3 人、诫勉谈话 1 人、函询 1 人、 十九大等宣传横幅 120 余条。
提醒谈话 40 余人；共发展党员 12 名；完成
2018 年工作计划
了全乡 398 名党员的信息采集和系统录入
（一）夯实党建扶贫基础。一是深入开
工作；组织参加党建等各类培训 8 期，培育 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二是强化工作考核
6 个致富“领头雁”先进典型；组织党员集中 问责机制。
观看“两学一做”电视夜校 5 期；全面消除集
（二）提升党员干部能力水平。一是制
体经济“空壳村”
；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定 2018 年党员干部学习计划，全年组织学
（三）加强抓党建促脱贫工作。2017 年 习不少于 12 次，带头上党课不少于 3 次；二
我乡脱贫 232 户 872 人；投入 476.3 万元扶 是每个村级党支部培养致富带头人不少于
贫资金发展特色产业；举办农技培训 6 期， 1 名。
转移劳动力 268 人；给予 174 名贫困户学生
（三）继续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发放教育补贴 54.7 万元；投入 673.4 万为 态化制度化。一是尽可能做到党员学习教
124 户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投入 194.6 万 育全覆盖；二是持续深入开展“比学赶帮
元用于环村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 71 户 超”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