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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惠民工程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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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圆了低收入群众安居梦
无疑对潘文玲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进入潘文玲房内看到，地面、门、卫生
间、厨房都是统一做好的，
搬进来就可以入
住。而且小区里不仅通了水、电，
还配备了
保安、
物业管理等，
住在这里既方便又安全。
潘文玲说：
“心情特别高兴，以前在外
面租房子，一个月最低 300 元，还是离市区
比较远的。现在有了政府廉租房，一个月

才 50 元钱，一年才 600 元，对我们低收入
家庭算是帮了很大的忙。
”
59 岁的张则仁，是向阳湖镇广东畈村
18 组村民，由于原先的房子年久失修，出
现了侧塌现象，经鉴定部门认定为危房，
不能居住。由于其一家三口都是低保户，
靠他自己完成房屋的改造难度很大，所以
有关部门帮他进行危房改造。

体育场改造：给居民提供舒适锻炼环境
周爹爹是咸安区体育中心周边的居
民，平常很喜欢锻炼，每天都会坚持早起
锻炼半小时。记者了解到，以前由于体育
馆刚刚建成，设备简陋、场地空旷，很多地
方都是一人高的杂草，坑坑洼洼的地面，
给前来锻炼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
周爹爹说：
“以前这哪里是体育场，就

是一片荒地，跑到中间茅草深得很。
”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几位前来锻炼的
居民，他们纷纷表示，以前体育馆刚建成
的时候，锻炼起来实在是不方便，一下雨
就是一身泥。
如今，市民期盼已久的体育中心改造
工程已全部完工，走进体育场，映入眼前

的是宽敞的跑道、平整的草坪、温馨的休
闲散步小径、崭新的健身器材，体育中心
已是焕然一新。
为给广大市民提供良好的健身娱乐
场所，区政府把体育中心改造纳入十件实
事当中。体育中心工程改造内容包括室
外足球场、田径跑道铺设塑胶、河边空地

就业贷款：让更多人走上创业就业路
马桥镇四门楼村村民唐国浩，今年 21
岁，别看小伙子年纪轻，在村里可是有名
的养牛大户。唐国浩告诉记者，自己 16 岁
就跟父亲在外地工地打工，工地工作辛苦
不说，
还常常赚不到钱。
唐国浩通过分析市场行情，觉得近几
年牛肉价格居高不下，无论城里人、农村
人都爱吃牛肉，牛肉更是餐桌上一道美味
佳肴。于是他决定回乡养牛，可是建牛
舍，买种牛，样样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

电话：
0715－8128770

给群众更多温暖

今 年 ，在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
上，咸安认真筛选确定了十件惠
民实事，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公路、
水厂建设等方面。一年过去了，十件实
事办得怎么样？
连日来，
记者走访了解部分惠民
工程，
感受该区为群众带来的
“温暖”
——

走进温泉办事处肖桥村 4 组，
一排排宝
蓝色楼房格外显眼，郁郁葱葱的绿树和草
地散发出清新气息，一切显得格外幽静舒
适……这里就是肖桥村公租房住宅小区。
原来在郊区租房的潘文玲是政府廉
租房补贴家庭受益者之一，由于丈夫早
逝，家庭负担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自己
靠着微薄的工资抚养孩子，廉租房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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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唐国浩就犯难了。
唐国浩说：
“ 创业之初的时候资金是
非常困难的，关键时刻我找到了劳动就业
局，他们帮忙贷款 30 万元，给了我经营好
这个牛场的信心。
”
有了区劳动就业局的帮助，唐国浩的
养牛生意可谓做得风声水起。去年以来，
他养殖的 100 头牛就全部销往了咸宁市
场，按每头获利 2000 元计算，小伙子一年
就赚了 20 万元。

唐国浩表示，回到家乡自己做老板，
跟外面打工比起来轻松了不少，而且收入
也比较稳定。
尝到甜头的唐国浩决定，2016 年，他
不仅要增加养殖 100 头牛，还要扩大养殖
面积，发展其它副业，并带动全村农民搞
养殖共同致富。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咸安一直
把就业作为政府实事项目重中之重来抓，
通过完善公共就业基础服务平台，创新培

张则仁告诉记者：
“ 我这个房是政府
危房改造项目出了 7500 元，村里又给补
了 5000 元，并且补了几车砖、几车水泥，
我全家人又凑了 4 万多元，一起大概 6 万
多元把这个房子做起来了，之后我就搬到
这个新房来住了，
现在一家人安心多了。
”
截至目前，咸安区原计划新增廉租房
补贴家庭 100 户，完成 102 户，补贴 30573
人次共 579 万元。计划新建公租房 968
套，完成 632 套。计划改造危房 1000 套，
完成 804 套。

改造绿化带等多个项目，工程总造价 330
余万元，全面改建体育中心内的设施配
备，为居民提供一个健身、娱乐休闲于一
体的咸安区体育中心。
现在只要天晴，田径跑道上、健身器
材旁，随处可见前来晨练的居民，有的通
过器械锻炼身体、有的结伴慢走、有的舞
动太极剑，体育中心里呈现出一片健康祥
和的画面，居民对改造后的体育中心都赞
不绝口。

训方式方法、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不断落
实就业援助政策、开展农村劳动力资源调
查摸底、强化失业保险职能等手段，让越
来越多的就业弱势人员走出了失业困境。
据统计，今年全区安置城镇新增就业
5923 人，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6230 人，分别占任务数的 123%、104%，超
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做后盾

当保姆

崇阳开展“万名干部进万企”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汪光敏报道：近日，崇
阳开展“万名干部进万企解万难”行动，全县各级干部
奔赴 172 家入驻企业和即将进驻的小企业驻点帮扶，
帮助解决资金、用工、市场等方面困难。
近年来，崇阳连续开展“万名干部联系万家企业”
活动。针对企业反映最强烈的发展与融资“双难”问
题，该县探索 PPP、债券融资、产业发展基金等多种融
资方式，为业续贷搭桥。对工业企业普遍面临的订单
不足难题，该县组织开展多场多层次产需对接活动，同
时打造面向全县各类市场主体的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打通服务企业
“最后一公里”
。
该县此次把宣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首
要任务，
把帮助企业落实各项政策作为重要任务，
重点看
“四个是否到位”
：
看破解融资难、
用工难等具体措施是否
到位；
看
“稳促调惠防”
各项政策是否到位；
看各项涉企改
革措施是否到位；
看各种涉企收费整改是否到位。

咸安137名困难党员获帮扶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葛薇报道：
“谢
谢你们帮我度难关。”13 日，咸安区官埠桥镇张公庙村
86 岁的老党员左立楷紧紧握住前来慰问镇干部的手，
激动地说。
左立楷因年老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十分
困难。镇党委了解情况后，向上级申请困难党员帮扶
资金，
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
咸安区对困难党员的雪中送炭式帮扶，已成为新
常态。今年先后投入 100 多万设立了困难党员帮扶资
金，用于救助生病、受灾、意外事故等原因导致生活困
难，需要救助的困难党员，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据悉，咸安区全年共计下拨帮扶资金 12.8 万元，
帮助全区 14 个乡镇办场 137 名困难党员度过难关。

泓硕电子项目开工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骆尧报道：
12月12日，
泓硕汽车电
子电机及音响器材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泓硕汽车电子电机及音响器材项目，由台郁电子
（深圳）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在咸宁注册公司为泓硕电
子科技（咸宁）有限公司。项目用地 114.5 亩，总投资
1.5 亿元，主要生产汽车电子电机及音响器材。项目
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4 亿元，年税收 1200 万元。

市妇幼保健院

免费挂号义诊惠民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报道：
“目前，我院推出儿童
保健、体格检查等免费挂号义诊惠民活动，以最好的环
境和最优质的服务，全力为患者服务。”16 日，市妇幼
保健院客服部主任陈先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1 月 16 日，本报二版刊登了《市妇幼保健院先挂
号再接种合理吗？
》一文，文中市民黄女士反映该院在
接种疫苗时，有
“搭车收费”现象。陈主任告诉记者，单
一接种疫苗是免挂号费的，但收取除接种疫苗之外的
诊疗挂号费，属正常收费，各医院也是这样做的。为了
保证接种疫苗安全，该院在接种疫苗之前，要对接种疫
苗儿童身体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符合接种条件的
儿童，不能进行接种疫苗。目前，该院为接种疫苗儿童
实行免费义诊，
以确保儿童接种疫苗安全。
据介绍，该院新建了门诊大楼，还引进了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形成以电子病历为核心，以患者为中心，医
疗信息共享的模式，逐步使医院管理现代化、科学化、
规范化。

网上服务村民
11 日，赤壁市赤壁镇周郎嘴村村委会，
镇干部正在给村民演示网上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的操作要领。
近年来，赤壁市立足广大基层党员群
众的实际需求，探索打造集党务政务信息
公开、网上行政审批、创业就业指导、市场
信息交流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五务合一”
网上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综合服务平台，目
前已在人口密集的 20 多个村委会设立，实
现了“小事不出户，大事不出村”，手指一点
就可办理大部分业务。
记 者
通讯员

夏正锋
王伟俊 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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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税开展“迅雷行动”交叉检查
实现以查促管收入 3000 万元

茶花绽放茶油香
—— 嘉鱼油茶产业发展走笔
通讯员
初冬时节的官桥镇，一望无际的万亩
茶园随着地势连绵起伏，翠绿葱茏，构成
了一幅静谧悠然的田园画卷。
也许我们可以从该县的油茶产业发
展中看出些许端倪。
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降水，肥沃的土
壤和丘岗山地多的自然条件，为嘉鱼油茶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历史上嘉鱼就有种植油茶和食用茶
油的习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县 6
个丘陵乡镇都进行了广泛的油茶栽植，只

王晓越

龙光辉

是后来由于市场变化，油茶在该县并未形
成产业。2009 年，该县重新确立了在丘
陵山区大力发展油茶产业的发展思路。
2010 年，全县油茶种植在官桥村拉开序
幕，当年全县新栽油茶 1.5 万亩。
该 县 制 定 了《全 县 油 茶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依托全县广阔的丘陵岗地和低产林地资
源，
以官桥镇为核心区，
以高铁镇、
陆溪镇为
中心区，
以鱼岳镇、
渡普镇为辐射区，
明确要
把油茶做成全县重点特色产业的发展目标。
以《规划》为纲，营造产业发展氛围，驱

动油茶产业发展。该县同各镇、各单位层
层签订责任状，将油茶产业发展纳入各
镇、各单位的年终目标责任制考核。将油
茶产业发展列入财政预算，每年安排 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全县油茶产业建设。
同时，通过义务植树等一系列活动，动员
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油茶建设。
以多元投入为动力，为产业发展注入
活力。该县通过整合部分涉农项目资金，
重点发展油茶生产。凡面积连片达 50 亩
以上的，县里免费提供优质种苗。100 亩

以上的，除提供优质种苗外，还将其纳入
相关产业发展项目进行扶持。同时，进一
步加强信贷支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
来嘉鱼承包、合资、合作建基地的外来客
商，给予优惠政策。
以优质服务为保障，为产业发展保驾
护航。该县与市林场处合作，在官桥镇舒
桥村建设油茶良种繁育基地 50 亩，每年可
出圃油茶良种 300 万株，满足全县造林用
苗需要。县林业部门每年还举办油茶技
术 培 训 班 6 期 ，提 升 油 茶 栽 植 的 科 技 含
量。还对造林 30 亩以上的油茶基地进行
登记造册，与农户签订服务承诺，实行全
程免费跟踪服务。
近年来，该县油茶基地发展到 4.83 万
亩，带动 3000 多人致富。计划通过 10 年
的努力，
发展油茶产业基地 15 万亩，
并进一
步延伸油茶产业链条，
建设油茶加工企业，
创建名牌产品。

本报讯 通讯员余志雄报道：全市地税系统“迅
雷行动”交叉检查，经过 60 天紧锣密鼓工作，现已全面
完成检查阶段工作。
据统计，此次专项行动，全市地税部门出动检查
人员 35 人，组成 7 个检查组，按照“选得准、查得深、审
得清、结得了”的要求，共检查纳税户 21 户，实现以查
促管收入 3000 万元。同时，发现征管漏洞 13 个，向地
税征收管理部门提交征管建议书 20 份，实现了外反偷
税逃税、内促征管
“双出彩”
。

通城重病青年黎刚亟待社会援助
本报讯 记者程慧报道：36 岁的黎
刚，被查出患有鼻咽癌，加上反复发作的
病情，全家上下仅靠妻子每月 2000 元左右
的工资维持生计。
黎刚，出生于通城县石南镇虎岩村一
个朴实的农村家庭，迈入花甲的父母患病
在身，无收入来源，32 岁的弟弟由于家庭
经济条件限制至今未婚。
2006 年，黎刚东拼西凑借钱完婚后，
为了赚钱还债养家，他向亲朋好友借了 4
万元，在浙江开了一家快餐店，可由于缺

乏经验，餐馆维持一年便以亏本告终。不
服输的他，仍继续留在浙江打工。在外出
打工的几年里，黎刚时常感到右边头脑胀
痛，后来疼痛感日益加剧。
2010 年 10 月，黎刚被确诊为鼻咽癌
中晚期。突如其来的厄运，犹如晴天霹
雳，让这个困难家庭雪上加霜。亲朋好友
得知他的病情后，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
也让黎刚看到了希望，从此走上了与病魔
抗争的道路。
2010 年 12 月，带着借来的 8 万多元，

黎刚住进了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经过
3 次化疗和两个多月的放疗，累计耗费治
疗费用 13 万多元，
病情才得以控制。
为了与病魔抗争，黎刚已经耗尽家庭
所有。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弃住院治疗，
在家用药物维持。出院后，他甚至还一心
想着怎样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但耳鸣、
听力下降、头胀痛、口干、舌头不听使唤、
厌食等放疗的后遗症，已让他力不从心。
今年 4 月，黎刚感觉身体有些不适，带
着借来的几干元去广州中山医院复查，发

现癌细胞肺转移。随即又到处借钱，在湖
北省肿瘤医院住院 121 天后出院。12 月 9
日，也就是出院 3 个月后，再次复查发现又
有癌细胞肺转移。
“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借了，而且有些
是多次借，旧债未了又添新债，现在真不
知道怎么办了。”黎刚的妻子边啜泣边向
记者讲述。
为帮助黎刚战胜病魔，呼吁社会各界
伸出援助之手，献出一份爱心，来挽救这
个苦难的家庭！

7 日，位于崇阳县白霓镇小港村的崇阳顺泰驾校，
绿树成荫，整齐的草坪，轻柔的音乐，教学车穿梭其
中。该校占地 50 余亩，是纯园林式驾校。
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王芳芳 胡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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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
12月18日：
晴天到多云，
偏北风1～2级，
-2～8℃；
12月19日：
阴天，
偏北风1～2级，
0～9℃；
12月20日：
小雨，
偏北风1～2级，
2～8℃。明天相对湿度：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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