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公安局严管治安秩序

促进平安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报道：今年以来，赤壁市公安

局本着敏锐感知、主动治安的原则，坚持从问题入手，
“打、防、管、控”多管齐下，有力促进了平安建设，全市没
有发生一起重特大治安、刑事案件、交通和消防安全责
任事故。

截至9月底，该局先后破获侵财案件295起、刑拘侵
财犯罪嫌疑人57人，成功打掉5个侵财犯罪团伙、破获
系列案件5个，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综合排名居咸
宁市首位；破获涉毒刑事案件19起、刑事拘留23人；查
处涉毒行政案件146起、行政拘留169人；先后侦破特大
制毒案和部督省督贩卖毒品案，缴获毒品30公斤、冰毒
111克、麻果263颗；排查治安、交通、消防安全隐患265
处、整改265处，落实率达到100%，交通事故伤亡案件
下降10%，群众的安全感、治安满意度、执法满意度明显
提升。

赤壁地税局重视涉税举报

确保税收应收尽收
本报讯 通讯员但丽莎报道：日前，赤壁市地税局

对该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旅游出租分公司进行税务处理，
对该公司2014年 1月 1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日期
间，存在的未按规定申报造成少缴地方各税5901.33元
的违法行为，给以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和罚款7698.65
元的处罚。

这是该局根据信访部门提供的举报线索，在第一时
间组织稽查组进行稽查，及时、妥善、负责地处理信访转
办案件的一个缩影。

为提高税收收入质量，今年来，赤壁市地税局找准
税收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征管力度，努力通过
落实工作责任，织密防控网络，采取“一把手”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的办法，集中资源、集中精力，抓紧抓实信
访工作，严查涉税举报，对重点信访案件进行重点督办，
以及时有效查处，确保税收应收尽收。至目前，已成功
查处涉税信访案件4起。

赤壁建工局走访贫困户

为精准扶贫加油助力
本报讯 通讯员邢红霞报道：10日，赤壁市建工局

班子成员率全体工作人员前往官塘驿镇西湾村，走访
慰问63户精准扶贫户，为精准扶贫驻点村群众脱贫加
油助力。

该局参加活动的人员分成7个小组，分别走入精准
扶贫对象家中，了解贫困户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贫困原
因，并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需求登记在册，及时与村委
协调解决急需问题。通过一上午的分组入户走访，该局
对扶贫对象的基本情况和需求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下一
步开展针对性帮扶做到了心中有数。

该局表示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从解
决实际困难入手，通过扶持发展生产提高家庭收入，全
力以赴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困境。

赤壁烟草专卖局

履职尽责净化卷烟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熊莹报道：进入10月，赤壁市烟草

专卖局履职尽责、净化卷烟市场取得新成果。
10月8日上午10时许，该局稽查大队执法人员根据

举报，在该市中通快递网点内的3个快递包裹内，现场查
获超限量邮寄卷烟150条整，经执法人员初步感官鉴定
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标值2.65万元。

10日上午10时许，该局专卖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
报，联合公安部门在107国道赵李桥路段对一辆长途客
车实施检查，现场查获无证运输“白沙”牌香烟222条，案
值1.63万元；14时许，该局专卖执法人员联合公安部门，
在G4高速公路赤壁路段对一辆举报货车实施检查，现
场查获黄鹤楼(软蓝)香烟100条。经执法人员初步感官
鉴定，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标值1.9万元。

目前，上述3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本报讯 通讯员陈婧、徐泰屏报道：
“对党员群众服务中心进行修缮改造，不
仅下雨天不漏雨，冬天不漏风，而且村民
群众办事再也不用出村了。”9日，赤壁市
神山镇马铺村党支部书记万拥红，站在
该村修葺一新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办公
楼前高兴地说。

这是该镇坚持一手抓修缮，一手抓
新建，着力强化村级阵地建设取得的成

效之一。
今年来，神山镇坚持把改善各村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办公条件、优化“五务合
一”综合工作环境，作为着力强化村级阵
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在该镇凤凰、文清、青
云等9个村全面启动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办公楼立面改造和综合环境整治工作。
同时，以“解决办公房屋破烂”和“村组干
部坐不下来、村民群众走不进来”的问题

为抓手，全面加强对村组党员干部的教育
管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
组织的凝聚力，全力服务“特色效益农业”
和“项目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毕畈和大桥两村的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办公楼立面改造和综合环境整
治工作已于4月底完工，西凉村和宋河
村的新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办公楼正在
紧张筹建中。

一手抓修缮 一手抓新建

神山镇建村级阵地增强凝聚力

本报讯 通讯员廖媛媛报道：9月
27日，赤壁市黄盖湖镇村镇公路上，一批
佩带红袖章的交通安全劝导员，正在给
过往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

为推进农村道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建设，提高群众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今年

来，黄盖湖镇在成立交通安全管理站，下
设5个交通安全劝导站、配备15名劝导
员的同时，由镇党委副书记、综治（维稳）
办主任兼任交管站站长，全面负责全镇
的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信息收集、宣传提
示、巡查管控等工作。

该镇各劝导站专（兼）职工作人员
由村“两委”班子成员担任，统一挂牌，
配合镇交管站做好村民的劝导、教育、
宣传工作，以不断提高农村道路管控能
力，确保主干道路和重点路段交通安全
监管全覆盖。

成立专班 明确职责

黄盖湖镇加强农村道路安全监管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
华、刘騉报道：奉献的是款
款爱心，燃烧的是赤子情
怀。近日，赤壁市部分学
校校友纷纷回到家乡捐资
助学，表达他们对家乡、对
母校的感恩之情。

9月30日，坤健助学
基金会创始人、赤壁一中
校友廖大光先生率基金会
部分成员回到母校举行助
学基金发放仪式。由廖大
光邀约14位企业家专门
为赤壁一中贫困学子创立
的坤健助学基金会，创立
于2016年，重点资助该校
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
生完成学业，今年已是第
二个年度开展捐资助学。

10月6日，继坤健助
学基金会后，洪山中学（现
余家桥学校）七九届校友，
在毕业38年后，从全国各地
返回母校，集体捐助30万
元，作为“成长助学基金”，用
于奖励优秀学子和资助家
庭贫困学生圆梦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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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9月30
日晚，赤壁市首届社区文艺展演活动，在
该市人民广场露天舞台圆满落幕。

由赤壁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主
办，赤壁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此
次展演活动，旨在展示社区党建成果，激
发群众参与建设、加快发展的热情，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近年来，赤壁市以“三进、三建、三度”

为抓手，以党建引领幸福社区建设，着力
打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
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
化社区，为加快建设强而优中等城市，推进
赤壁转型升级、绿色崛起凝聚正能量。

展演活动自9月18日启动以来，先
后举办了5个专场演出，蒲圻办事处、赤
马港办事处、陆水湖办事处和蒲纺工业园

区等20多个社区，共选派80多个节目参
加展演。参与演出的演员，全部来自各社
区业余文艺团队和文艺爱好者。

激发群众参与 展示党建成果

赤壁举行首届社区文艺展演活动

“精准扶贫工作决不能搞‘花拳绣腿’，
要以绣花的功夫，着力在落实责任、问题
查找、因户施策等方面下功夫。”日前，赤
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对该市精准扶贫
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督办，要求各级各部
门再鼓干劲、再加力度、不等不靠、务求实
效，力求全胜。

今年以来，赤壁市坚持把脱贫攻坚作
为“书记工程”来抓，在建立市、镇、村三级
党组织书记负总责的工作机制的同时，从
市直单位抽调462名机关干部驻村开展帮
扶，以市级领导包镇、单位对口帮村、干部
结对帮扶的“三个全覆盖”，确保精准扶贫
工作扶得准、帮得精、稳脱贫。

精准识别真扶贫

“为了把贫困户的信息摸准，我们和
村委会一班人一起，连续两年对该村新识
别、漏登、漏录的贫困人口进行摸底，对不
符合条件的进行剔除。”该市交通运输局

驻新店镇朱巷村工作队队员何太平说，为
确保精准识别，他们不怕繁琐，做到应登
尽登，应剔尽剔。

在贫困对象识别过程中，该市注重发
挥群众主体作用，严格执行“七步法”识别
程序，即农户申请、村民小组评议、组级公
示、村民代表大会审核、村委会公示、乡镇
人民政府复核和市扶贫办批准等，并按照
全过程“阳光公开”的要求，摸清摸实贫困
户相关信息，“一户一档”、“一户一卡”进
行分类建档，做到户有卡、村有档、乡有
册、市有库。

该市对扶贫脱贫信息系统实行精准
动态管理，对贫困户基本情况、家庭状况
及时更新，确保精准帮扶与信息管理一
致。截至目前，该市共有存量贫困户
5801户、18607人。其中，补录贫困家庭
成员2096人，排查清退（删除）“硬伤户”
870户、3109人。

发展产业助脱贫

“扶贫很实在，政策很温暖！”家住茶
庵镇白石村三组54岁的盲人贫困户王炎
生，谈起赤壁农商行和村组干部帮他贷款
养牛的事，心里充满了感激。

王炎生因为自身条件限制，一直找不

到合适的增收项目。扶贫组与村组干部
在认真分析了他家情况后，帮他落实养牛
项目，又根据政策，协助他申请政府贴息
小额扶贫贷款，最终在赤壁农商银行的帮
助下，成功走上脱贫路。

这是该市按照“八个一批”相关扶贫政
策，因人因户、因类因村施策，确保项目到
村、政策到户、滴灌到人的扶贫工作要求，
助力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脱贫的一个缩影。

统计显示，目前该市在依托林业产业
扶贫方面，帮助345个贫困户落实补贴资
金212.78万元；茶产业方面，已奖励4个
贫困村、94户茶农，发放新建基地补助资
金90.785万元；畜禽养殖业方面，落实奖
补资金81.4万元；水产养殖业方面，落实
奖补资金41.18万元；政策兜底方面，先
后为4320名保障对象发放补助金553万
元；易地扶贫搬迁方面，已安置贫困户
105户、370人；教育扶贫方面，先后发放
资助资金249.48万元，发放“雨露计划”
补助资金6.6万元；医疗救助方面，已对
扶贫参合救助对象中住院的9613人次，
享受大病保险209人，兑付医保基金补偿
1698.09万元；健康扶贫方面，已落实签
约8778人，帮助13270个贫困人口建立
了健康电子档案。

加强监管保脱贫

“同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是合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

为确保今年完成10个贫困村出列、
16607名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解决好精
准扶贫督查监管不力的问题，2月下旬，
该市精准扶贫指挥部办公室启动“脱贫攻
坚春季攻势”，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全市扶
贫工作专项督查、工作例会交办、工作约
谈、授权第三方抽查考核等，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进行通报，限期整改。

该市按照“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略
定力，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强化
攻坚责任，汇聚强大合力”的工作要求，坚
持每半年一考核的办法，将考核结果作为
单位和个人年终考核考评的重要依据，在
全市形成精准扶贫工作的高压态势，营造
浓厚的工作氛围，确保精准扶贫工作有序
推进。

今年以来，该市已先后对扶贫领域发
现的违规问题问责92人，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50人，追缴违规违纪资金70.7万元，
取消不符合规定的农村、城镇低保和农村
五保对象142人，为推动精准脱贫工作向
深度、精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精准发力拔“穷根”
——赤壁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通讯员 袁俊 马俊

技改拓市场
昨日，赤壁凯利隆科技有限公司员工

正在对不干胶纸进行复卷。
该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离型纸、不

干胶纸、变性淀粉、缠绕膜等产品的多元
化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公司一直致力于各种不干胶产品的生产
及研究，不仅掌握了国际先进的不干胶产
品生产技术，还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不
断配合客户改良产品，为客户提供完善的
服务，受到客户肯定。

通讯员 张徐良 摄

日前，赤壁一中校园足球联赛在雨战中圆满落幕。
近年来，赤壁一中围绕打造特色校园足球文化，采

取每周每班开设一节足球课的办法，按照班班有球队、
天天有训练、周周有比赛的要求，引导学生走出教室，享
受足球带来的乐趣，健康快乐成长。

通讯员 刘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