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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民警余法海

再为烈士寻亲人

手指订货
“e”手包办

12 月 17 日，农行赤壁市支行与白云
边酒业公司联合举办 2016 年“e”农管家
线上线下订货会，来自256家销售商现场
通过农行“e”农管家网络平台实现交易额
292万元。

据悉，该行在履行服务三农职责,落
实普惠金融中,在15个乡镇、153个行政村
设立安装了转帐电话 216 部,投入 100 套
电脑机具用于乡镇社保卡发放。同时还
投入 300 万元建成 3 个智慧银行,拓展上
游客户 67 户、下游客户 198 户,月交易额
达到2567万元,为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构
建了安全快捷的综合服务体系。

通讯员 叶立清 摄

17日，柳山湖镇腊里山村望凤园广场，民族舞、现代舞等节目赢得阵阵喝彩声。这是
该镇坚持政府搭“戏台”，农民唱“主角”，以“新农民、新生活、新风尚”为主题举办的第四届
新农民文化艺术节，唱响了“共建新农村·同圆中国梦”的时代最强音。通讯员 王鸿 摄

该局在系统内开展“优质服务窗口”
和“优秀服务标兵”评比活动，以争先创优
促进全系统履职尽责。把面向社会服务
的人社业务整合到政务中心窗口，通过业
务流程再造，进一步规范程序、精简环节、
压缩时限，使办事群众享受优质高效的

“一站式”、“零距离”服务。
该局在技工学校建立与赤壁产业发

展紧密结合的公共就业实训基地；不断完
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化平台建设，基本形
成了“十五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建立了
招聘活动常效机制，为困难群众、困难家
庭、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援
助；劳动监察网格和基层劳动争议调解平
台在全市乡镇实现了全覆盖。

农村养老保险远程结算点布设到村

覆盖率达100%；异地就医结算定点医疗机
构不断增加，医保患者可在省内50家主要
定点医院享受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服务。

以严为本 以实为基
——赤壁人社局开展履职尽责督查纪实

通讯员 王红云 周强 宋勇华

围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

赤壁描绘发展蓝图
本报讯 通讯员胡信报道：12月 21日，赤壁市组织各

乡镇、相关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围绕《赤壁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结合发
展实际，描绘赤壁市发展蓝图，为实现全市未来五年健康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据悉，赤壁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立足全域，涵盖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找准战略目标定位，通过创新体制机制，运用科学技
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民生较大改善、农民
增收致富，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今年来，赤壁市人社局以“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凝聚人社事业改革发展稳
定正能量，确保了人社事业健康发展和
普惠民生。在每月第一周的“主题党
日+”活动中，该局在综合会议厅放映
《建党伟业》、《忠诚与背叛》等让人热血
沸腾、激情澎湃的党史电影，让 200多名
干部职工重温了建党之初那难忘的峥嵘
岁月。

该局党委始终坚持“严”字当先，把

党建作为第一政绩，把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作为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不断
加强党建工作。开展了以“守纪律、讲规
矩、作表率”为主题的专项活动，督促落
实“一岗双责”；把加强理论学习作为创
先争优的重要举措，通过讲党课、集中观
看党史影片、旁听法院庭审等形式，教育
引导干部职工守纪律、讲规矩，进一步强
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服
务意识。把完善和严格执行内控管理机

制作为从严治局的重要基石，修订和完
善了社保基金内控制度、机关管理制度
等五项制度，从业务经办、风险防控到内
部管理形成了系统严密的制度保障；把
转变干部队伍作风作为固本强基的重要
手段，着力整治系统内“三公四风”方面
存在的问题，通过明查暗访，切实治理

“庸懒散软”。在今年履职尽责督促检查
活动中，暗访 17次，处理责任人 20人，干
部队伍作风有了明显好转。

赤壁四季度招商引资形势喜人

15个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陈炫平报道：12月19日，赤壁市

举行2015年第四季度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深圳茂硕新能源
科技、咸宁祥天空气能电力、东莞市方杰彩印包装制品等
15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约18.65亿元。

近年来，赤壁市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充分利用交通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及巨
大的发展潜力，秉承“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提升
服务效能，改善投资环境，以“保姆式”服务帮助企业排忧解
难，促成了一大批大项目落户赤壁，为企业做强做大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

国家园林城市名单公示

赤壁市榜上有名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近日，国家住建部公布

了拟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的46个城市公示名单，赤壁市榜
上有名。

此次关于 2015年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园林城市、县城
和城镇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江苏省徐州市等 7个城
市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湖北省赤壁市等46个城市为国家
园林城市、河北省高邑县等 78个县城为国家园林县城、山
西省巴公镇等11个镇为国家园林城镇。

自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赤壁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思路清晰、主题鲜明、亮点纷呈。城区园林绿
化覆盖率高，城区行道树景观特色明显、拆围显绿成效显
著；水厂绿化程度高、垃圾处理方式积极创新；加大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投入，积极调整和完善住房保障相关政策，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综合管理、绿地建设、市政设施、社会保障
等各项指标均已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本报讯 通讯员王诚报道：余法海是
赤壁市病退警官，多年来，他建立起“羊楼
洞烈士寻亲档案”，借助网友寻访、大学生
寻访、记者寻访，为长眠的百名烈士万里
寻亲……近日，他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
柳宪章烈士找到了亲人。

当天下午，专程从河北石家庄赶来的
柳宪章烈士后代——儿子柳玉林和孙子
柳拥军第一次到了先辈的墓碑前，强忍悲
痛进行悼念。

柳玉林老人今年74岁，一直以来，老
人心中都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不知道自己
的父亲牺牲在何处，常常思念父亲，却无
处寻觅。柳玉林以为，这可能会成为他和
家人这辈子的遗憾。但余法海寄过去的
一封信，给柳先生及家人带来了希望。前

不久，柳玉林收到当地民政部门的来电，
称父亲柳宪章的墓碑被好心人找到了，在
咸宁的汀泗桥镇。

得到消息后的柳玉林十分激动，安排
好手头上的事情后，便和儿子坐了十几个
小时的高铁来确认是否是父亲柳宪章的
墓碑。看到墓碑上的个人信息确实和父
亲相吻合，老人热泪盈眶。这么多年来，
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下了。这已经是余
法海找到的第113个烈士的亲人。

余法海说，如今为烈士找到亲人已经
成为他的一种责任，他要让烈士的英灵安
息，让他们的亲人安心。虽然寻找工作困
难多多，但他仍然步伐坚毅，因为他相信，
这些长眠在山岗上的烈士，是不会被人们
忘却的。

赤壁促进党代表常态履职

推行党代会年会制
本报讯 通讯员宋银河、程建利、李诚报道：12月22日

上午，中共赤壁市神山镇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
开。作为神山镇党代表大会的规定环节，镇党委书记饶虹
向现场80多名乡镇党代表报告镇党委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成为今年该镇党代会年会的重头戏。

“过去五年开一次会，会上举举手、听听报告就过了。
现在实行年会，我们的职责更明确，要干的事也更多了。”提
起党代会年会制，担任乡镇党代表多年的神山镇埠头村党
支部书记冯方胜感触颇深。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党代表参谋智囊和桥梁纽带作用，
赤壁市从 2014年启动党代会年会制试点工作，并按照“四
有四公开”推进党代表工作室标准化建设，组织党代表开展
亮身份表立场、“接待日”、视察观摩、组团慰问等活动，不断
提升党代表提案征集、交办、受理、审核、立案、督办等工作
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邹万职、徐勇、朱云
翔报道：“您最近吃得好吗？休息得么
样？……”日前，蒲纺桃花坪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又上门来看望
103岁高龄的何钟新奶奶。

何钟新奶奶虽然与女儿、女婿生活在
一起，但她的女儿、女婿也都年逾古稀，照
顾起老奶奶有时也会力不从心。三年前，
桃花坪社区开始推行居家养老服务，何钟
新奶奶成为这项服务的第一批受益者。

目前，桃花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
盖 4个小区，为辖区 1500多名 60岁以上
老人提供多项服务，可以全方位满足老人
的生活和精神需求。

据了解，赤壁市现有 60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 7.1万，占全市总人口的 13.73%，
现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该市依托
社区服务平台，全面打造设施完善、功能
多样、实用方便的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安享幸福晚年。

到目前，该市已建有城乡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74个，其中城市建有17个，覆
盖率为 50%；农村建有 57 个，覆盖率为
39%，超过了《2015年全省民政工作综合评
估方案》的要求，让老人享受到党和政府
对老人的关爱，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

打造老人的幸福驿站

赤壁建成74个养老服务中心

“针对我们企业管理层人才短缺情
况，人社局给我们牵线搭桥，主动帮我们
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管理人才。”湖北
羊楼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军
如是感激地说。

这是赤壁市人社局切实履职尽责，主
动联系服务企业，积极为企业搜寻优秀人

才，推进赤壁市人力资源服务专业化、常
态化的一个缩影。该局运用就业专项资
金和失业保险基金支持定点培训机构，加
强企业技能培训，与赤壁绿购网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电商创业公共实训
基地、创业孵化基地，成功举办了咸宁“香
泉杯”创业创新大赛赤壁赛区选拔赛和

2015中国技能大赛湖北省第七届茶业职
业技能大赛。

同时，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和建筑企业工伤保险扩面，落实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偿政策，落实降低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费率、社会保险补贴
等政策，持续为企业减负。

“把困难
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

群众”，这是赤壁市官塘驿镇人
社便民服务大厅内悬挂着的醒目
标语，更是赤壁市人社局开展履

职尽责督促检查，落实“三严三
实”，切实为民惠民的真

实写照。

赤壁快讯
★12月 16日上午，家住赤壁市陆水社区的冯老

先生受儿子委托，来到赤壁市环保局，代儿子向党组
织缴纳了 2015年的党费。他的儿子原是环保局一名
职工，后离职外出，是该局的一名流动党员，虽然人在
异乡，却一直牢记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宋银河 吴青）
★12月 20日，赤壁义工组织不同学校的少年志

愿者前往特殊教育学校开展“走近特校、爱心互动”活
动，为特校学生们带去温暖。 （冯朝 胡新华）

★日前，赤壁市妇联和团市委共同主办的“爱在
赤壁 缘随心动”青年联谊活动在风情赤壁度假区举
行，为在赤壁市工作的单身优秀青年人才搭建良好交
友平台。活动吸引了近200名单身青年报名参加。

(熊斌斌)
★胡新华是赤壁义工的组织者之一。过去他一直

在外地拼搏，去年回到家乡以后，通过网络召集志同
道合的同伴组建了赤壁义工团队。自团队组建以来，
多次组织走进福利院开展慰问活动，还参与陆水湖保
护、捡拾垃圾、清除城市牛皮癣等各种公益活动。目
前，赤壁已有近 500爱心人士参与了“赤壁义工”组
织。 （袁野）

★日前，赤壁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授予各医疗
单位“赤壁市总工会会员服务卡特约商户”资格。在
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各医疗单位承诺，对持有“工会会
员服务卡”的工会会员，提供辅助检查打九折的优惠
服务，并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段玉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