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堤上的
白衣天使

7月11日，赤壁市人民医院巡回应急
小分队冒着酷暑，深入长江赤壁干堤，为
各个哨所防汛人员测量血压、清理伤口、
治疗病痛。

入汛以来，该医院及时成立应急小分
队，配备救护车辆，备齐感冒药、腹泻药、
外伤药、皮肤用药等常用药品，组织专家
前往长江赤壁干堤，为防汛人员讲解卫生
防疫知识，提供医疗保障服务，受到防汛
人员的一致点赞。

记者 黄柱 通讯员 陈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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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19.42公里长江赤壁干堤堤
段，一面面鲜艳的党旗迎风飘扬。党旗
下，到处活跃着巡堤查险、除杂清障的党
员干部身影。

今年入汛以来，赤壁市各级党组织坚
持把防汛救灾作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主战场，作为检验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的“考场”，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的精神，不忘初心始终坚守在防
汛最前沿，人人争当防汛抗洪的“排头
兵”，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齐举一面旗

一名党员一盏灯，一名党员一面旗。
赤壁干堤指挥部临时党总支充分发

挥核心作用，快速传达各级防指的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每天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的要
求，督促各个工作组及时反馈当日的工作
情况，安排部署第二天的防汛工作。

赤壁市政协党组书记、政协主席、赤
壁长江干堤防汛指挥部政委李满林，该市
副市长、赤壁长江干堤防汛指挥部指挥长
吴云南等雷厉风行，靠前指挥：上级任务，
第一时间布置；领导指示，第一时间落实；
重要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到17个临时党
支部。

督查组成员冯晓光、卢云凌等每天坚
持巡查3至4次，巡查里程达70公里；综
合协调组、技术指导组、后勤保障组、劳力
调度组、治安组等各司其职，在各自防汛
抢险岗位上为党旗增光添彩。

共担一份责

7月3日，赤壁市文体广新局党员干
部来到赤壁干堤17号哨所，把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开在干堤上；

该市卫计局临时党支部在桩号351+

450米堤段巡查时，发现一处长约15米、
宽3米的散浸险情，支部书记邓富斌第一
时间组织技术员和劳力，在现场开挖出一
条长20米、宽3米的人字沟进行导流，由于
措施处理得当，散浸险情得到有效控制；

该市交通运输局14号哨所临时党支
部干群齐心、工作细心，受到咸宁市长江
防汛指挥部肯定；

该市茶发局第7号哨所临时党支部
自费出资3500元，在哨所旁修建了一个
简易厕所，既方便了防汛队员，又密切了
与驻地群众的关系……

一个个临时党支部，以自己的默默奉
献和坚守，在各自岗位上践行着“水不退，
人不走”的铮铮誓言，共担一份“保家护
园”的责任。

同答一份卷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战斗
的身影。

7月2日上午8时许，巡查人员发现

长江赤壁干堤月山涵闸水流速度异常，一
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当指挥部技
术人员带着设备赶赴现场，需要有人下到
涵闸下方检修时，闻讯赶来的赤壁镇东风
村党员周新林，二话没说就跳进2米多深
的江水中，冒着随时可能被江水卷走的危
险，潜入到涵闸底部进行摸排，经过连续
3个多小时的潜水作业，采用棉絮填缝堵
漏的办法进行封填，终于关紧压实了涵闸
门，成功化解险情。

驻扎在赤壁干堤7号哨所的小柏山
村支部书记黄宗贵，虽然自己的家距离防
汛哨所20多里，但他每天在村里和哨所
之间奔波，挨家挨户发动群众，组织劳力
上堤防汛，被村民誉为“把防汛当作自家
大事来办”的好干部……

“有了党组织这个‘主心骨’，就没有
战胜不了困难。”防汛期间，该市广大党员
干部发扬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交
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琴芳报
道：“是您们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这个瘫痪
多年的残疾人‘站’了起来。”日前，赤壁市
车埠镇鸡公山村贫困户但汉明在村党群
服务中心大门口张贴感谢信，表达对赤壁
市工商局驻村精准扶贫工作队的感激。

今年春，赤壁市工商局驻村工作队队

长、鸡公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日辉进
村入户走访时，了解到但汉明久病卧床多
年，妻子也因此出走，至今杳无音讯。其
小孩从几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一直靠
8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生活的情况后，当
即与村“两委”商量，出资3000多元为其
购置了一台电动轮椅车，解决了但汉明无

法行走的困难。
自去年进驻该村以来，该局先后投入

40余万元为村民修路、安装路灯；争取项
目资金160余万元兴建光伏发电项目，并
帮扶水产养殖合作社发展；为侨商熊峰牵
线搭桥，捐资100万元在该村设立教育基
金，支持贫困子女上学。

这是该市组织驻村工作队帮扶困难
群众发展生产、脱贫攻坚的工作缩影。

近年来，赤壁市按照抓党建促脱贫的
工作目标，先后从市直单位选派149名干
部任结对帮扶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村党组
织“第一书记”，通过全脱产住村工作，兴办
实事、济困解难，有力促进了脱贫攻坚。

兴办实事 济困解难

赤壁149名“第一书记”驻村帮扶

加拿大华侨华人代表团考察赤壁

加强人文科技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万里、但唐静、但汉鸿报道：10日，

参加2017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的加拿大代表团来
赤壁考察。

由加拿大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萨省等地区代表
组成的考察团一行约50人，通过实地察看、观看赤壁宣传
片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赤壁人文、科技发展成就，直观感受
到赤壁的良好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一致认为，赤壁的发
展成就出乎意料，在建的每一个项目规划有条理，让他们对
赤壁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作为华侨，很乐意为赤壁今后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加此次“华创会”的加拿大代表团，计划从高科技、金
融、电商平台、文化教育、人才交流等方面与赤壁加强合作。

赤壁与拜克洛克公司洽谈合作

共享单车将添“新丁”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日前，赤壁市有关部门与

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就进一步推广无桩智能共享单
车（ofo小黄车）举行战略合作洽谈，标志着该市共享单车
将再添“新丁”。

据悉，ofo小黄车是全球第一个无桩共享单车出行平
台，首创“无桩单车共享”模式。作为共享单车的原创者和
领骑者，自2015年6月启动以来，ofo已在全球投放了600
万辆共享单车，为全球100座城市上亿用户提供了超10亿
次高效便捷、绿色低碳的出行服务。

当前，摩拜单车已驶上赤壁街头，成为赤壁市民出行更
便捷更环保的选择。赤壁市表示，与ofo小黄车达成战略
合作后，将全力提供优质服务，努力为共享单车的健康发展
营造公开、平等、有序的环境，希望ofo小黄车能早日融入
赤壁，给城市添彩。

赤壁地税局落实减税政策

给企业送税收红利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7月7日，赤壁市地税局税

务干部深入湖北昊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宣传落
实国务院6项减税政策，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税
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

新出台的6项减税政策中，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的调整引人注目。湖北昊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会
计算了一笔减税账，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
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新政，预计可减免企业所得
税额6.9万元。“对小微企业来说，6.9万元是一笔不小的资
金，我们将用这笔钱扩大再生产。”

连日来，赤壁地税局分行业、分主次深入企业，开展“一
对一”、“面对面”、“零距离”的个性化辅导，让纳税户读懂政
策、知悉申报。同时，利用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税
企QQ群等媒体平台，即时推送减税政策，帮助纳税人快速
办理减税事项，把税收红利送到企业手中。

赤壁民政局在防汛一线

践行“两学一做”
本报讯 通讯员邓祺报道：入汛以来，赤壁市民政局结

合自身工作职能，在深入开展查灾核灾救灾的同时，不断学
习、掌握巡堤查险的防汛技能，全力守护大堤安全防线，用
实际行动践行“两学一做”。

6月底，赤壁市普降大到暴雨，各乡镇普遍受灾，该局
业务股室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各乡镇指导查灾核灾救灾工
作，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孤儿、重点优抚对象和留守老人
等弱势群体，以及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医疗救助等情况
进行调查摸底，积极安置受灾困难群众，保证他们有饭吃，
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处、有病能及时就医，确
保救灾物资及时到位。同时，组建一支由20名“精兵强将”
组成的防汛突击队，赶赴黄龙大堤双合垸参加巡堤查险，确
保责任堤段堤防安全。

羊楼洞茶业

强化党员教育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日前，赤壁市羊楼

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与茶庵岭镇云台山村就养猪合
作项目达成基本意向。这是羊楼洞茶业党支部积极参与

“百企帮百村”活动的一个缩影。
羊楼洞茶业十分重视公司党支部建设，采取多项措施，

不断强化党员的教育管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抒
写绿色茶产业的“红色追求”。

该党支部要求党员坚持佩戴党徵，时刻不忘自己的党
员身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组织编印“口袋
书”学习资料，方便党员随时随地学习掌握“两学一做”应知
应会内容，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同时，自办《党建动态》刊
物，宣传身边党员的典型事迹，组织开展爱心捐助活动，不
断汇集发展正能量。

本报讯 通讯员舒俊杰报道：“没想
到有生之年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真是
前世修来的福啊！”日前，赤壁市赤马港办
事处农村福利院集中供养的17名老人，
搬进该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新建的
楼房后，一再感谢办事处党委，感谢民政
部门。

赤马港办事处农村福利院位于原莲
花塘村小学，五保老人居住的房屋由原学

生教室改建而成。入梅以后，连日的雨情
汛情对福利院年久失修的房屋造成安全
隐患。为帮助老人安度晚年，弘扬敬老养
老的优良传统，该办事处党委积极与民政
部门联系，依托该市民政局集中供养中心
的优质资源，采取由办事处政策兜底的办
法，将福利院集中供养的老人委托民政社
会福利中心管理供养，让老人住进安全舒
适的养老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吕蓉报道：7月8日，
赤壁市赤壁镇暑期乡村少年宫正式面向
全镇中小学学生免费开放，武汉工程大学

“梦想绽放”社会实践队的15名大学生象
往年一样，再次来到这里支教，陪同孩子
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暑期时光。

由于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以前赤壁
镇大多数孩子没有机会参加特长培训。
2013年4月，该镇乡村少年宫建成后，在

暑寒期和双休日为乡村孩子免费提供快
乐英语、趣味作文、奥数教学，以及围绕美
术、书法、器乐等10多项兴趣特长进行辅
导培训，从而为农村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搭建起“快乐大本营”。

赤马港办事处

17名福利院老人喜“乔迁”
赤壁镇开放乡村少年宫

搭建少儿暑期快乐大本营

新村 貌新

他从一位普通的茶工开始，不断学习
传承、研发创新，成长为一名国家一级茶
技师，凭的是过硬的制茶工艺和实干的

“工匠精神”，而被选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赵李桥砖茶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
他就是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副总经理甘多平。

今年2月28日，甘多平喜获全省首届
“荆楚工匠”称号，成为咸宁市首位获此殊

荣的代表。
甘多平出身于黑茶世家，1977年成

为茶厂的一名普通员工，与砖茶结下了不
解之缘。为了钻研制茶技艺，甘多平广拜
师傅集纳百家之长，从师傅们身上学到了
诸多做茶、做人的道理，也被他们身上的
精神所感染。

自从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刻起，甘多平
把对党的忠诚、对企业的热爱，化作前进

的动力。
赵李桥茶厂是拥有“中华老字号”的

制茶企业，历史可追溯到清朝咸丰年间，
是“青砖茶”、“米砖茶”国家标准的起草单
位，也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川”字茶唯一
传承企业。甘多平在学习前辈青砖茶制
作技艺的同时，也传承了发扬光大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不管工作职务怎样变动，为
企业发展壮大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

甘多平深知，没有党组织的培养，就
没有自己成功的今天；没有党组织的正确
领导，就没有企业快速发展的成就。因
此，走上党委书记岗位后，更是把抓好党
建工作当作企业制胜的“法宝”，不断丰富
党建工作载体，以“三个结合”推动党建创
新，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是创新与传承推动了青砖茶制作技
艺的进步，要弘扬‘工匠精神’，就必须坚持
创新，做活传承文章。”甘多平表示，一定要
把工匠的坚守专注、潜心研究精神，运用
到党建工作当中，运用到“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中，引领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
心，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做大企业老
字号品牌，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荆楚工匠”甘多平
通讯员 王万里

急难险处显担当
——赤壁市党员干部防汛抗洪一线群像素描

通讯员 李锦 袁俊

沧湖开发区

激发党员干事创业
本报讯 通讯员周干林报道：日前，赤壁市沧湖开发区组

织党员干部观看电影《建党伟业》，以纪念建党96周年，重温
党的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广大党员表示，通过观看影片，不仅坚定了自己的理想
信念，更增强了扎根基层、艰苦奋斗、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
意识，一定要在实际工作中勇于创新、勇于担当，为沧湖开
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