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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养生理念
14日，赤壁市中医院在市人民广场

举行“中医中药乡村行启动仪式暨大型

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该院医疗专家团队不仅

向市民介绍了中医保健养生的独特魅

力，还展示了太极剑、太极拳、养生气功

等传统养生拳（剑）术，着力普及中医养

生保健理念，提升公民养生保健素养。

通讯员 张升明 摄

提起赤壁市建筑协会会长、赤马港
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董事长易伟，人们都
会伸出拇指夸赞他是脱贫路上的排头
兵。

现年47岁的易伟，自2016年9月当
选为赤壁市第九届人大代表以来，始终
牢记人大代表的政治责任与社会使命，
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工作，从帮助贫困户、
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入手，用行动诠释
了一名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2010年，大学毕业的易伟，放弃原本
轻松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担任赤壁市

建筑协会会长，扛起了全市建筑业的发
展大旗，创办的赤马港建筑安装工程公
司于2016年实现产值近9000万元，为该
市增加税收近5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近
500个。

2012年，得悉神山镇埠头村 13组
孤儿李敏、陆水湖办事处泉门社区3组
孤儿吴旗旗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的消
息后，易伟及时向他们伸出温暖之手，
帮助他们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之火。
不仅送去米、面、肉、油、新书包和新文
具，还为他们每人每年支付 2000元学

杂费，帮助他们进入学校学习，至今已
是整整6年。

除了资助两个孤儿，从2015年起，易
伟还坚持每年慰问神山镇钟鸣村70岁以
上的老人，两年来共发放慰问金约28000
元；2016年，他向赤马港办事处莲花塘村
10户特困户发放慰问金5000元；2016
年7月，易伟又以赤壁市建筑业协会的名
义捐助防汛救灾款8万余元。

2016年，易伟结合企业帮扶行动，精
准施策，按照“企业全额出资，村支部配
套设施”的办法，投入近5万元帮助莲花

塘村81岁扶贫对象黄秀英翻新整修房
屋、硬化门前路面，配套羊圈建设及提供
3头羊羔，扶持她一家养羊致富。

今年5月，易伟投入近12万元帮助
包保贫困户肖利清和舒辉玉老人整修房
屋，并帮助他添置桌椅板凳和大床等生
活用品。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能够为困难群
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是我的光荣。”
每当有人对易伟的热心帮扶感到不解
时，他总是充满激情地说，要把这份责任
和义务持续坚持下去。

易伟：脱贫路上写忠诚
通讯员 舒俊杰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黎琳报道：
14日，赤壁市蒲纺六米桥社区六米桥小
区热闹非凡，一场占道菜地集中整治清
理活动正在这里全面展开。这是该社区
强化党建工作、推动社区治理提档升级
的一个新举措。

为了做好这次整治工作，六米桥小
区党总支按照社区的部署安排，提前半

个月张贴通知，组织楼栋“两长四员”逐
户上门做居民群众工作，劝导动员居民
自行将占道菜地进行清理，还居民一片
优美整洁的宜居环境。

参与这次整治活动的有社区工作
人员、党员志愿者和部分居民，他们利
用休息时间，不仅拆除了六米桥小区
夹皮沟沿线地段的菜地围栏，还铲平

了园土，清除了废弃砖头垃圾，累计清
理各类垃圾5车，确保了整治一处、亮
化一处。

该社区党委书记徐勇表示，在清理

占道菜地后，该社区将进一步加强对夹
皮沟沿线路段的整体规划，通过硬化路
面、新建绿化带等，将六米桥小区打造成
靓丽的宜住小区。

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整治一处 亮化一处

六米桥社区对占道种菜行为说不

走进金秋的赤壁，徜徉在这座具有
深厚三国文化积淀的城市，无论是一个
个风景如画的美丽乡村，一条条干净整
洁的城市街道，还是一个个文化浓郁的
文明社区，都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广大
干群齐动员、全市上下齐推进的文明城
市创建氛围蔚然形成。

高端规划，提升城市形象

针对建筑立面和街道环境存在的突
出问题，赤壁市于9月底成立城乡主干道
沿线建筑立面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以解
决脏、乱、差等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开展
建筑立面改造与街道环境整治行动，推
动城区景观提档升级，擦亮城市品牌。

该市以扮靓市容市貌为重点，对107
国道、陆水湖大道、河北大道与体育馆路

等道路沿线建筑立面墙体、防盗网、招牌
及广告灯箱、各类管线、空调外挂机等进
行规范化整治，要求分段确定墙体改造
色调，组织清洗或重新粉刷；防盗网一律
改成内置隐形式，不得突出窗台；广告灯
箱统一规格、高度、色调与结构；空调外
挂机要整齐并设置统一的栅栏；各类管
线要入地或隐形。

通过整改，一个建筑景观整洁靓丽
的文明城市形象日益凸显，城市魅力不
断增强，“宜居宜业、人文旅游、山水园
林”的文明城市建设目标，正激励全市人
民奋发向上，不断擦亮城市品牌，为争创
国家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深挖历史，提升服务功能

为提升城市文化品味，该市着力发
掘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方面不定期邀请
全国知名作家、学者对本地的三国历史、
青砖茶、三峡实验坝及风景名胜、风土人
情进行调研，对赤壁城市文化建设献计
献策；一方面组织作家、学者实地采风，
感受赤壁深厚的历史人文魅力，以真情

实感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进一步宣传
赤壁、推介赤壁，让更多人了解赤壁，认
知赤壁，不断提升赤壁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助推赤壁文化品味的提升。

该市加大对本土文化的展示与打
造。将发生在本土的一些历史事件，如
草船借箭、拜风台、舌战群儒等一个个耳
熟能详的经典故事雕塑成像，展示在107
国道赤壁路段及市区通往辖内各风景
区、旅游度假区沿线道路两旁，让人们一
踏上赤壁的土地，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富
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内涵，增强游客
对本土文化的感知度。

城市知名度与城市品味的不断提
升，吸引四方宾客纷至沓来。仅今年国
庆、中秋“双节”期间，该市就接待国内外
游客97.91万人次。

立足民生，提升城市品质

为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该市围绕明晰城镇功能
定位、打造特色乡镇的工作要求，积极推
进赵李桥砖茶小镇、蒲纺康养小镇建设，

并通过引进颐高集团建设美丽乡村运营
中心，完善城乡垃圾长效管理机制，实施
污水处理“1+3+6”工程等，使城乡环境得
到有效治理。

该市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在加快城市外环线、武赤线改造等交通
设施项目建设的同时，体育中心、砂子岭
城市公园、“四馆二中心一剧院”等城市
公共服务项目已全面启动。

该市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工
程，扎实开展长江大保护行动，推动“三
禁三治”和“三非三水”治理。不仅长江
非法码头和沿线违法建筑得到整治，而
且城区“禁鞭”工作也成效明显，完成了
预定节能减排任务，城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27天，优良率上升
12%；PM10累积平均浓度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了24.7%，降幅居咸宁市之首。

伴随城市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一
座创新、绿色、开放、幸福的文明之城，正
在赤壁加快转型升级、绿色崛起，建成强
而优中等城市的建设征程中，焕发出无
限生机。

最是文明花开时
——赤壁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纪实

通讯员 张升明

赤壁举办技能培训班

为退役士兵就业充电
本报讯 通讯员项兵报道：10日上午，赤壁市2017

年度秋季退役士兵汽车维修、驾驶技能特色培训班，在
万通培训中心隆重开班，80多名退役士兵参加培训。

开展退役士兵技能培训工作，是赤壁市巩固和发展
军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为帮助学员
尽快完成从部队训练场到地方就业岗位的转变，提升他
们的创业技能，该市民政局特举办此次培训班，帮助返
乡的退伍士兵打牢基础，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做到学以
致用，学用结合，达到培训一个、成才一个的目标。

“感谢政府为我们提供这次珍贵的学习机会，我一
定认真学习，尽快掌握过硬的本领，为早日走上新的工
作岗位打牢基础。”退役士兵刘溪深有感触地说。

赤壁启用联合办税大厅

提升纳税服务质效
本报讯 通讯员郑姗、但敏报道：“以前办税需要分

别到国税窗口、地税窗口办理，现在进一个门就能办两
家税，避免了两头跑，真是省时省力。”16日，赤壁市一企
业会计在该市国、地税联合办税服务大厅办妥纳税事宜
后，不住地点赞。

为促进国、地税的深度融合，降低税收征收成本，提
升纳税服务质效，当天，赤壁市国、地税联合办税大厅在
该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正式启用，开启了“进一家门，办
两家事”的纳税新模式。

近年来，该市国税局、地税局不断优化纳税服务，不
仅通过微信群和QQ群集中解答纳税人提出的税收政策
及涉税业务问题，还联合开展走访纳税人活动，征求纳
税人对税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有效培植了税源，促进
了税收增长。

赤壁园林局修复公共设施

保障市民健身游憩需求
本报讯 通讯员付小娟报道：10日，笔者从赤壁市

园林局获悉，该市金鸡山公园主出入口拱桥损毁护拦，
以及道路下水道损毁盖板的修复与替换工作全面完成，
公园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8月份以来，金鸡山公园主出入口拱桥护拦在交通
事故中遭到车辆撞毁，公园道路下水道盖板也出现损
毁。该市园林局在接到群众反映后，立即对损毁情况进
行勘察，及时对主出入口拱桥损毁护拦进行临时处理，
同时积极筹资筹物对损毁护拦和损毁道路下水道盖板
进行维修更换，使公园的硬件设施得到有效修复，保障
了市民群众的健身游憩需求。

赤壁农商行实施普惠金融服务

争当精准扶贫排头兵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郑琳报道：17日，从赤壁市农

村商业银行传来喜讯，截至10月15日，该行全面完成赤
壁市委市政府下达的扶贫小额贷款投放计划，累计投放
扶贫小额贷款1642.8万元，占指导性计划的107%。

今年以来，该市农商行按照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
要求，不断提升政治站位，服从服务于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充分利用点多面广的经营优势，在实施普惠金融服
务的基础上，坚持把扶贫小额贷款作为“特惠金融服
务”的重中之重，全力服务精准扶贫工作，服务产业发
展，被群众誉为是有担当的“责任银行”，为金融支持精
准扶贫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赤壁建工局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强化建筑工地施工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邢红霞报道：13日，赤壁市建工局

建筑安全生产检查小组对同城上都建筑工地展开安全
生产检查，确保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任落实。

为创造安全的建筑施工生产环境，该局于9日全面
启动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对全市在建项目管理人员到
岗和履职情况，以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并重点对深基坑、模板支撑、起重机械、脚手架、施工
用电等安全管理工作进行逐一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
改。同时，对在建工程项目的食堂食品、厕所卫生及生
活垃圾处理情况等进行检查，严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
病发生，切实保障建筑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截至目前，该局已发出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14份。

本报讯 通讯员孙睿报道：“听党指
挥，永远跟党走，是我加入组织时对党许
下的庄严承诺”；“我承诺：一定做好个人
本职工作，服从党的一切安排，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9日下午2时30分，赤壁

市柳山湖镇易家堤村支部主题党日如期
举行，党员的庄重承诺，不断在该村党员
微信交流群里贴出。

该村现有党员61人，有近一半的党
员常年在外务工，为了有效解决农村党员

集中难、参加组织活动难、开展学习教育
难、履行权利义务难的问题，该村建立了
党员微信交流群，将支部全体党员和预备
党员纳入群内，每月及时将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的内容发布到微信群，督促全体党员

对照落实。
“一句话承诺，既是基层党员向党组

织的庄严承诺，也是党员在日常工作学习
中自省自警的一面镜子。”该村支部书记
吴义元说，今年第10期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中，该支部主要是组织党员向党作出政
治承诺，以表达“喜迎十九大，争创新业
绩”的决心。不仅在家的党员现场作出承
诺，而且在外务工的党员也纷纷在微信群
里亮身份、作承诺，短短1个小时，就全部
完成承诺。

向党承诺 永跟党走

柳山湖镇党员微信群里过党日

赤壁国税局出台激励措施

助力诚信纳税企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王俊涛报道：“不用提供任何抵押

物品，仅凭公司近两年的诚信纳税记录，我们就从银行
贷回了200万元周转资金。”日前，赤壁市永盛橡胶制品
公司总经理马丛光对该市国税局推出的以“信”换“贷”
激励措施予以点赞。

为缓解企业因固定资产抵押不足带来的资金周转
困难，今年4月，该市国税局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纳税信
用贷”，为纳税信用良好的企业提供以信用抵押代替实
物抵押的信用贷款。

据了解，获得“纳税信用贷”资格的企业，需要满足3个
条件，即企业近两年按时足额纳税无不良缴税记录，且最后
一次纳税信用等级在B级以上；持续经营期3年以上，资产
负债率在65%以下；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信用记录良好。

截至目前，该局已先后帮助7户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落实以“信”换“贷”贷款14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