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报道：12日至
15日，在武汉市举办的“2017第十届中国
武汉春季茶业博览交易会”上，赤壁市赵
李桥茶厂、乾泰恒、羊楼洞茶业等多家茶
企展出的茶产品，以优质的茶叶资源和深
厚的茶文化，赢得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赤壁围绕打造以青（米）砖

茶为主的地域性公共品牌，坚持依托丰
富的茶资源和深厚的茶文化，挖掘千年
茶史、打造百亿茶业、重振万里茶道，形
成了“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对外宣传，统
一开拓市场”的生产经营格局，有效提升
了品牌知名度、美誉度。

创办于2008年武汉茶博会，是国家

商务部和湖北省农业主管部门引导支
持，武汉市政府重点打造的品牌示范展
会。本届展会吸引近千家企业带来数万
种国内外原产好茶、好器，不仅为茶友提
供品味、淘茶的好去处，也为业内人士搭
建了一座茶业经销、加盟、采购、定制的
一站式贸易服务平台。

展会期间，赤壁市布展的“赤壁青砖
茶”特装馆，重点展示了“赤壁青砖茶”、

“赤壁米砖茶”等地理标志产品，使与会
者对赤壁青砖茶的悠久历史、深厚文化
底蕴，以及丰富的茶叶资源有了更直观
的感性认识，展出的茶产品受到专家和
消费者一致肯定。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日
前，赤壁市委政法委组织机关干部及其
家属30余人，前往预防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基地，接受廉政警示教育，以充分
发挥领导干部家属在推进反腐倡廉建
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共同筑牢家庭廉
政防线。

在基地讲解员的引导下，该市市
委政法委机关干部和家属通过图文平
面展板、警示教育片、电子书、视频资
料和积木、雕塑等造型艺术，以及监狱
仿真场景模拟等高科技互动手段，多角
度地了解了发生职务犯罪的环节、原因
和特点，身临其境感受各种腐败的诱惑

与危害。
参加活动的家属纷纷表示，今后不

仅要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
念好“廉政经”，常吹“廉政风”，自觉抵制
各种腐败的诱惑，把好“家门关”，筑牢

“廉洁关”。
近年来，该市市委政法委坚持把党

风廉政建设放在业务建设同等重要位
置，两手抓、两手硬，并按照主体责任全
力抓、系统抓的要求，把正风肃纪作为政
法系统反腐倡廉的一项专项行动，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确保了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落实。

做优品质 厚植文化

赤壁青砖茶香飘大武汉

念好“廉政经” 常吹“廉政风”

赤壁政法干部家属接受廉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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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赤壁市按照“老有颐养，病
有良医”的工作目标，依托医疗服务机构
积极探索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
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医养结合型
养老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
多方参与，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新路。

搭建平台，破解医养难题

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赤壁市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达7.5万人，占户籍
总人口的14.36%。如何帮助老人解决养
老问题，成为摆在各级政府和部门面前
的一道新课题。

2007年，同济赤壁医院在客观分析
了医院的现状和周边医疗资源情况后，
向赤壁市民政局提出申办医养结合的民

办养老福利机构——赤壁市老年康复中
心（又名同济赤壁医院老年公寓），决定
采取医疗与养老结合、康复与护理结合、
住养与心理安慰结合的方式，解决老年
群体看病难、病后护理难、生活照料难等
问题。

该市有关部门及时给予批复。一个
投资700万元，室内装修全部按三星级宾
馆标准设计的2栋联体楼房终于如期建
成，形成了拥有建筑面积4429平方米的
医养规模。

2015年，该院再次投资350万元对
原有楼房进行加层改造，形成可同时容
纳212人入住的医养规模。并合理布局
重大病医疗区、精神慰藉区、康复疗养
区、老年护理区、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功能
区域，使入住老人在需要医疗服务时，实
现就地诊治，不再转入其它科室医疗，有
效缓解了老人医养难问题。

整合资源，做大医养产业

赤壁市老年康复中心的成功运营，

给该市发展医养产业注入了“强心剂”。
为了帮助全市养老机构老人落实医

疗服务，该市积极推行公立医院外派医
生和护士组成“小分队”，进驻各养老院
开展医疗服务，将医疗资源辐射到全市
养老院，通过巡诊与长期进驻相结合的
方式，为集中居养的老人开展医疗康复、
慢性病防治、体格检查、健康指导等。

同时，在公立医院或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开设老年科，在住
院部开设老年病区及床位，及时为老年
人提供医疗康复、慢性病防治服务。

目前，该市集居养老机构与公立医
院签约服务的养老院已达16个。其中，
该市康复中心自2007年12月营业以来，
先后收住668位老人。入住的老年人表
示，住在医院和在家里一样，不仅日常生
活起居十分方便，而且每天都有查房，只
要不舒服，按个铃护士医生就都来了。

因人施策，做优医养服务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但受客

观条件影响，每个家庭、每个老人的医养
不可能千篇一律。

如何根据每个老人的家庭实际，特
别是农村空巢老人和城镇独居老人的实
际，因人施策，做优服务？赤壁市的实践
是，充分利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公共卫生机构，采取分级护理的
办法，通过与居家养老人员家庭落实签
约服务，即能让老人足不出户就享受到
贴心的医养服务。

蒲纺工业园桃花坪社区作为该市今
年的居家医养服务试点，通过组织全科
医生与居家养老人员逐一签订个性化医
疗服务，实行随叫随到，24小时服务，吸
引了辖区60%以上的老人家庭与社区卫
生医务室达成合约，为老年人日常生活、
医疗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居家医
养不出门。

目前，桃花坪社区卫生医务室已先
后为签约老人建立健康档案90余份，配
合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对老年人进行临
时医疗救助服务3场次。

托起美丽夕阳
——看赤壁如何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通讯员 朱本艳 刘纯

送服务到田头
日前，赤壁市运管局、园林局联合组

织党员干部前往柳山湖镇易家堤村开展
“基层工作日”活动，为种植大户、养殖大
户提供一站式“保姆”服务

活动中，党员干部通过走进农户家
中访、深入生产基地看等方式，帮助种植
大户、养殖大户解决生产经营中存在的
困难，全力支持群众发展生产，增产增
收。

通讯员 袁俊 摄

5月10日，赤壁市消防大队、地震局、人防办、教育局等
10个部门深入赤马港办事处营里小学，联合启动“5·12防
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周，帮助广大师生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逃生自救能力。 通讯员 张河清 摄

赤壁启动BOT垃圾收运项目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余庆报道：日前，赤壁市美丽

乡村BOT垃圾收运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该市城乡生活垃
圾清运一体化管理新格局初步形成。

今年以来，该市以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为切入点，加强对全市61个行政村（其中含美丽乡村
示范点和陆水湖沿湖村组）的生活垃圾收运运营管理。同
时，针对该项目在建的特殊情况，为有效解决国省道沿线农
村环境卫生差的问题，采取边建设边运营的方式，实施过渡
期垃圾收运运营，并按照清运车每天定点收集并统一运送
到指定地点处理的要求，确保农村生活垃圾有效解决。

据悉，此项目收运范围涉及107国道、蒲嘉线、嘉泉线、
仙崇线等多条主干线沿线的32个村，计划设置垃圾集中收
集点129个，每个点集中投放垃圾桶8个。

赤壁食药监局

监管药品医疗器械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但汉梅报道：5月11日，赤壁市食药

监局组织全市270家医疗机构（含个体诊所）、医疗器械生
产经营、化妆品经营户和11个乡镇食药所工作人员召开专
题会议，加强对全市药品、医疗器械及化妆品的安全监管。

为不断提高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不良反应（事件）监
测水平，该局要求各医疗机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化
妆品经营业主，切实按照药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计划、药品
化妆品监督抽检计划、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不良反应检测
工作计划，做好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自查自检工作。同
时，将组织执法人员成立工作专班，深入医疗机构和经营户
开展执法检查，切实防范相关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用
药、用械、用化妆品安全。

目前，该市各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和商户，
已全部签订了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信用承诺书。

赤壁地税局

开展服务企业大走访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地税干部主动上门走访、

诚恳征求企业意见，体现了税务部门对企业发展的关注。”
日前，赤壁恒瑞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在留言簿上，为
赤壁市地税局开展的企业大走访活动点赞。

连日来，赤壁市地税局以服务纳税人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深入开展服务企业大走访活动，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研
发、销售情况及发展前景，掌握企业的投资项目与税收变化
情况，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努力通过
宣传税收政策，提供税法咨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着力
培植新的税收增长点，以不断提高的办事效率、不断优化服
务质量，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让企业轻装上阵，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

赤壁水利局

以身边故事激励身边人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龙维报道：“以前，我一直觉得

榜样离我们很远，但今天看了直播后，我第一次感受到身边
的榜样更能打动人。”日前，赤壁市水利局机关支部党员蒋
秀梅，参加完今年第5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后感慨地说。

当天，该局党员齐聚一堂收看咸宁市水利系统首届“十
佳文明家庭”表彰实况直播。其中，赤壁市水利局干部邓继
华一家榜上有名，成为受表彰的“十佳文明家庭”之一。邓
继华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感人至深的细节讲述其家庭的廉
洁家风故事，深深打动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灵。

赤壁市水利局让身边的人讲述身边的故事，给党员上
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课，激发了全体党员进一步加强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自我提升意识。

赤壁广电公司

做实党建促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黎维新报道：今年来，湖北广电赤壁支

公司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纳入领导班子议事日程，以全面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一同部署，一起考核，实现了双促进、双提高。

该公司一方面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纪检监察室，
对公司各经营单位收入和费用支出情况，按“每月一审查，
离任有审计，年末有核算”的要求，对各费用预算单位进行
内控审计；一方面坚持每月召开一次中层干部工作例会，通
报当月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和安全传输、经营创收等工
作落实情况，用不断发展的工作实绩，检验“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推动作风建设与业务工作

“两手抓、两促进”。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李功胜报
道：“村里安排我在基地里打工，每个月能
拿到2500元工资，比去年涨了1000元，
脱贫致富有了奔头。”5月16日，在赤马港
办事处鲁庄村猕猴桃基地，精准扶贫户马
晚生高兴地说。

农户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近年来，
赤马港办事处结合各村实际，按照“党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督促各村党
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合作社结对
帮扶贫困户，通过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使四清村、月山村、鲁庄村等8个村的60
多户贫困户，在党支部和合作社帮助下，
加入到产业脱贫行列。

同时，各村党支部积极整合力量，发
动市政法委、发改局等7家驻村工作队，
为贫困户提供生产资料、申请小额贷款和
推介务工等，使50多户贫困户实现就业、
10余户贫困户落实了小额贷款，投资80
多万元完善了村庄基础建设。

截至目前，该办事处有303户、1019
人实现脱贫，人均纯收入逾4000元。

本报讯 通讯员李攀龙、刘亚琴、王
小军报道：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
《关于表彰201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
国工人先锋号的决定》，授予华新水泥
（赤壁）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中控室“全
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生产技
术部中控室成立于 2007年。多年来，
该科室坚持把保安全、促生产、降消耗、
节能减排作为重中之重，依托国际领先
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围绕提高资源利用

率和可替代能源利用核心，勇于技术革
新，积极开展以“创一流工作、一流服
务、一流业绩、一流团队”为主要内容的

“全国工人先锋号”创建活动，营造“比
学赶帮”的良好团队氛围，全力为企业
生产管理与发运系统安全保驾护航，使
2016 年公司熟料综合煤耗、可比熟料
综合能耗、可比水泥综合能耗等多项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服务赤壁市节
能减排工作，破解“垃圾围城”问题做出
了积极的探索。

赤壁华新中控室

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赤马港办事处

引领支部服务精准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