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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订香菇菌棒1000袋，猴头菇菌种
1000袋！”

“我也要2000袋。”
……
6月6日，赤壁市中伙铺镇董家岭村

2016年第6期“主题党日＋”活动现场，
14组贫困户张小梅、张世生等9位贫困
户争相向赤壁市星火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寇本生预订香菇菌棒，并报名参加香菇
种植专业合作社。现场，大家共预订各
类菌种23000袋，其中13000袋菌种为
合作社免费赠送。

当天，这场有关香菇种植技术的培
训推广会吸引了10多位贫困户和50多
名党员聚精会神地听讲做笔记，生怕错

过有用的知识及种植经验。
中伙铺镇董家岭村位于赤壁、嘉鱼

交界处，地理条件差、交通不便,制约着
当地的发展，是赤壁市23个贫困村之一，
现有贫困户24户。为使该村早日摘去贫
困的帽子，中伙铺镇决定依托当地林木
资源，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经多方联
系，该镇引进红安县种菇能人寇本生到
董家岭村开办赤壁市星火种植合作社，
采取“三包一帮”的形式，让小香菇成为
村民脱贫的产业和希望。

该村14组身体残疾的贫困户张小
梅，丈夫患严重性风湿，丧失劳动能力，
两个子女还在上学，家庭非常困难。为
了早日脱贫，在政府扶贫政策的帮扶下，
她积极争取扶贫贷款2万元，并在市扶贫
工作队和镇政府帮助下，建起了大棚。
星火种植合作社为她提供“三包”：一包
菌种提供，免费提供1000袋香菇菌棒（其
它菌种按3.8元／袋支付成本价）；二包

生产技术，免费提供全程技术培训和上
门技术指导；三包成品销售，以市场价全
部回收香菇用于烘干外销，解决了她“丰
产却滞销”的顾虑。

张小梅算了笔账，一个12米的棚可
以种植香菇2000袋，一袋可以出菇1.5/
2.5斤，每斤单价按5元左右计算，一个大
棚年收入可达1.5至2.5万元。

在中伙铺镇董家岭村像张小梅这样
一无技术、二无资金、脱贫无门的贫困户
不乏其人。在镇、村和市“三万”工作队
共同帮扶下，协调资金帮助贫困户免费
搭建了10个种植大棚。此外，星火合作
社已建10个大棚，菜农自有8个中棚，形
成了“政府搭台，合作社唱戏，贫困户受
益”的产业脱贫新格局。

今年来，中伙铺镇把握精准要求，做
好精准识别，进一步增强扶贫攻坚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科学制定工作目标，因户
施策，将扶贫工作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

村建设等各项农村工作紧密结合，发挥
社会组织、养殖大户等多方力量，营造产
业发展氛围。

各贫困村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将扶
贫工作与发展村级经济、壮大产业支撑
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帮助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树立
信心，选准产业，在资金上扶一把，在技
术上传帮带，降低经营风险。

目前，在董家岭村实行香菇产业扶
贫9户27人；在李家港村实行茶产业基
地扶贫500亩，带动贫困户11户37人；
在杨家岭村发展鸡、鸭、猪等养殖帮扶8
户 24 人，实现稳定增收，如期脱贫致
富。

据统计，仅5月份，中伙铺镇及驻该
镇14个扶贫工作队就走访贫困户201
人，解决实际困难30多个，落实（或联系）
帮扶资金40余万元，多方联动助力贫困
户解难题，助推精准扶贫。

小香菇托举大梦想
——中伙铺镇产业扶贫侧记

通讯员 王小军 李攀龙

赤壁市园林局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付小娟、徐泰屏报道：6月11日上午，

赤壁市园林局为三名负责陆水河漂浮物打捞的工作人员
购置了崭新的救生衣，做到了“安全着装”和“安全上岗”。

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季节，是各类安全生产事故高发
频发的非常时期。为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赤壁市园林
局结合园林工作实际，组织工作专班，全覆盖查真、查细、
查实，对该局安全生产存在隐患和危险的“重点对象”进行
大检查。

在大检查中，重点对园林施工人员的安全施工、吊车
与洒水车的安全行驶与作业、公园湖泊水上漂浮物打捞人
员的安全作业进行了逐一排查与梳理，落实了专项工作经
费。通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为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
故发生打牢了坚实的基础。

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

强化旅游船舶安全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传丽报道：为深刻吸取四川广元翻

船安全事故教训，切实提高船舶旅游安全生产意识，进一
步做好旅游船舶安全管理，日前，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管
委会对2016年度旅游船舶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再部署。

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针对当前旅游船舶管理的严峻
形势，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旅游船舶的安全管理工作，
进一步明晰了责任、强化了措施和日常安全检查、管理，严
格遵守“开航八不准”的各项条例；强化值班值守制度，做
好汛期及恶劣突发天气应急应对工作；建立了健全的应急
预案，同时全面开展隐患自查，防患于未然，对隐患立排立
改跟踪跟效。

赤壁检察院

为非公经济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6月8日，市检察院组织

全市主要非公企业负责人召开非公经济发展座谈会，推动
“鄂检十条”条例落实。

赤壁市检察机关牢记职责、不辱使命，主动适应非公
经济发展需求，认真执行“鄂检十条”，坚持平等保护，找准
服务切口，对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依法
充分履职，为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准确
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切实改进办案方式方法，严格规范司
法行为，切实让非公有制企业在检察机关司法活动中感到
安全有保障、权益能维护，努力营造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良好法治环境。

赤壁法院繁简分流

创月结案历史新高
本报讯 通讯员程远清、申鸣报道：据法院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5月份，赤壁法院共结案439件。其中一审诉讼
案件适应简易程序审理案件92件，占比21%；适应小额诉
讼程序一审终审案件117件。这是法院实行繁简分流审案
机制以来，一月内结案数最多的，也是赤壁法院自成立以
来创下的一月结案数的历史新高。

为提升办案效率，最快速度地解决好当事人之间的矛
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当事人诉累，赤壁法院组织广大
法官深入学习案件庭审的操作规程，实行繁简分流的审案
机制，加大简易程序适应力度，对多数案件简审、快审。赤
壁法院自开展繁简分流审案机制以来，在全院干群中树立
起了规范理念、建立起了司法规范、约束了司法行为，更快
更好地提升了办案效率与效果，更大限度地彰显了司法的
公平与公正。

赤壁市武装部

开展大学生征兵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6月8日，高考刚结束，赤

壁一中校门口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和学生正在向市武装部
的工作人员咨询大学生应征入伍相关事宜。

市武装部的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展板、分发宣传册等形
式为考生和家长宣传征兵信息，并向前来咨询者耐心讲解
今年征兵优惠政策等信息，鼓励毕业生选择军营成长成才
之路。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近600余份，咨询参军相
关事宜的学生及家长人数超100人次。

此次征兵宣传旨在让家长和考生对大学生入伍报名
程序流程、入伍大学生学费补偿助学贷款办理流程、高等
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等征兵相关
政策进行全面了解，调动高考考生参军入伍的积极性。

赤壁市政府采购中心

开门纳谏查短板
本报讯 通讯员钱敏报道：日前，赤壁市政府采购中

心召开履职尽责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教育局、文体局、水
利局、园林局等采购单位代表及供应商代表、评委专家代
表，与市政府采购中心全体干部职工一起查找当前政府采
购工作中的短板。

座谈会上，各位代表肯定了近年来政府采购工作在促
监管、促廉政、促节俭上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对提高采购计
划性、规范采购流程、加强诚信管理、推行网上竞价采购、
引入综合考评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政府采购中心
就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答复和交流。

赤壁市政府采购中心负责人表示，政府采购中心将围绕
大家的意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不断创新方式，提高政采效
率，更好地服务好采购单位，助推赤壁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每年高考，不仅对所有考生是一次
大检阅，对考生家长、老师、交警、医护人
员等“圈外人”来说，也都是一场大考验。

6月7日，在赤壁市发生了一起热心
交警温情履职,为护考而累倒在路边的
感人故事。

当日，蒲圻高中考场,一辆小轿车强
行要进入学校接考生，为避免该车辆挡
住进出路口，引起交通堵塞，在该执勤点
的赤壁市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张杰，面对
不听劝反而破口大骂的小车驾驶员，耐
心劝导了半个小时，最终说服其挪开了
车辆。哪知，正当张杰准备回警车时，突
然晕倒，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得到有效

救治。
交警温情履职，本是再普通不过的

事，但因为发生在“全民大考”的首日，引
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

随着夏日来临，气温居高不下，但由
于职业特性和使命，交警同志却不得不
长时间在户外忍受酷暑，用他们的敬业、
无私和爱心，换来道路的畅通和更多市
民及早回家。

据了解，仅高考期间，为了给考生创
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
境，赤壁市先后出动警力800余人次，警
车60余辆，有效保障了高考安全顺利进
行。

栉风沐雨见肝胆，爱心护考铸警
魂。张杰用自己的爱心擦亮那被他视若
生命的“金色盾牌”。他的行为感动着无
数市民和网友，这份温情散发在每个人
心中，温暖我们的城。

关爱老人
6月7日，赤壁市卫计局老年协会来到茶庵岭镇福利院，为福利院老人免费体检，

并送去慰问物资和文艺节目，拉近了老人们之间的距离，也让老人感受到了社会的关
爱。

通讯员 王天增 卢静 摄

爱心擦亮金色盾牌
通讯员 汪龙

本报讯 通讯员钱敏报道：近日，赤
壁市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全省财政系统
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推进会精神，切实
加强履职尽责工作研究、部署和推进落实，
着力构建“精确定责、精准履责、精细考责”
责任体系，确保履职尽责工作进档升级。

全覆盖精确定责。该局党组研究提
出采取自上而下的定责方式，实现人员、
事项、责任全覆盖和岗位责任精确化。全
面收集整理各项财政工作任务，多次研究
形成局班子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事项、责
任领导、责任时限；分解细化局班子责任
清单，结合岗位特点建立局班子成员责任
清单，细化事项、明确要求；以此类推建立
股室、人员“全覆盖”履职尽责清单，实现

“工作事项全纳入、工作人员全覆盖、工作
责任全传导”。

全过程精准履责。实行履职“无缝

对接”，对照责任清单和岗位职责，研究
制定部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等业务
制度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AB岗
负责制等岗位制度，实现岗位责任“无缝
对接”和工作流程简明严密；实行履职“全
程监督”，推进履职痕迹化管理，开展学习
培训、例会督办、跟踪问效等方式，建立履
职工作台账并进行动态管理、定期通报。

全方位精细考责。探索建立全方位
考核体系和立体式考核模式，针对不同岗
位制定考核指标，应用平时、年中年度和

“第三方”评价等考核方式，实行“量体裁
衣”式的精细考责。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及时公开考核结果，大力宣传和提拔重用
勇担当、善作为的正面典型，严厉问责追
责不作为、慢作为等行为，积极营造“能者
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氛围，激
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活力。

赤壁财政局

构建履职尽责责任体系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6月13
日，赤壁市教育局与罗峰村联合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现场缴纳党费，
诵读党章，学习魏登殿典型事迹，并为贫
困户献爱心，现场募集扶贫解困资金1.2
万元。

赤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志才结合

农村基层和教育工作实际，围绕“讲政治、
有信仰”这一主题，为参会党员上了一堂
精彩的党课。

此次活动既深化了“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主题，又丰富了“三扶一助两促进”活
动载体，为对口帮扶村党支部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作了示范。

赤壁教育局

到帮扶村开展学习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王红云、宋勇华报道：
6月12日，赤壁经济开发区干部扎实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深入驻点村中伙铺镇泉
洪寺村走访慰问特困户；深入司克嘉、维
仁制衣、安琪布纺等非公企业走访，开展
交心谈心、筹建党支部、纳新等活动，认真
履行党建第一书记、党建指导员职责。

在泉洪寺村，党员干部们走访慰问了
特困户叶啟臣家。该户因儿子脑瘫至今
没有工作、没有成家，老两口守护着唯一
的儿子仅靠搞点家庭副业养家糊口，生活

非常困难。当天，干部们特地给他们送来
了买猪仔的钱，建议他们精心喂养3头
猪，开发区可以帮着销，老两口喜笑颜开。

在司克嘉，开发区的干部参加了他们
的支部大会，派驻的党建第一书记亲自
指导他们选举新支部书记、入党积极分
子转正、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在维仁制衣，开发区干部给他们送来党
员纳新的申请表；在安琪布纺，开发区干
部与企业老总交心谈心，酝酿组建企业
党支部。

赤壁经济开发区

“主题党日+”活动求实效

本报讯 通讯员飞扬报道：日前，“荆
楚最美家庭”在武汉揭晓，全省共30户家
庭获此殊荣，赤壁市柳山湖镇腊里山村雷
虎家庭入选,并作为荆楚最美家庭代表在
颁奖仪式上讲述了他们的真实故事。

雷虎生于农村，高校毕业后成为电气
工程师，却在31岁携妻女回乡“隐居”，记
录乡村变迁；他热衷文艺，6年间和妻子
组合寻访了百余名民间艺人，足迹遍布大
江南北；重启都市生活后，他和妻子筹办

工作室，继续为手艺人代言，传播他们的
绝活……他怀着文艺青年的情怀和乡愁
情结，书写着别样的人生精彩。

据了解，今年2月至5月，全省城乡
持续深入开展了寻找“荆楚最美家庭”活
动。赤壁市广泛宣传，层层发动，组织广
大家庭热情参与讲故事、议家风、晒幸福、
秀梦想，多角度挖掘家庭典型，全市涌现
出一大批以雷虎家庭为代表的优秀家庭
典型。

赤壁雷虎家庭

入选2016“荆楚最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