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亲子体验
为磨砺孩子们坚强勇敢、顽强拼

博的意志，赤壁市阳光幼儿园在近日
举行了以“梦幻海陆空”为主题的大
型军事体验亲子活动。

在军事教官的引导下，孩子们身
着军装，与小伙伴及家人们一起进行
了模拟军营军事训练活动,这种探索
教与学的新方式、新方法，获得了社
会各界的好评。

通讯员 赵松青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吕蓉报道：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11月27日，赤壁镇中学
及柳山湖镇中心学校500余名师生，参
加赤壁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2017年首批研学旅行活动，亲身体验

“现代科技+传统文化”的“行走课堂”。
师生们先后走进湖北嘉一三维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
业园开展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

在嘉一高科，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引
导下，参观3D打印机生产车间、3D打
印机展示区，了解3D打印机的生产流
程和工艺，观看3D打印动画视频，亲身
体验了3D打印的魅力，进一步感受到

3D打印技术给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便利
和科学带来的乐趣。

在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先
进的砖茶生产线令大家大开眼界；展
厅里，各式各样的砖茶产品展示了该
市制茶工艺的创新和发展；孩子们欣
赏着茶艺，品着青米砖茶独有的韵

味，听着讲解员讲解历史悠久的茶文
化以及青米砖茶的制作工艺。大家
认真听讲解，观看馆藏珍品，也深切
感受到赤壁悠久的茶历史和灿烂的
茶文化。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小康的
需要，而中小学研学旅行是发展素质教
育的有效途径。此次研学旅行，重在培
养孩子们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
情趣、身心健康，让孩子们在对现代科
技的惊叹、好奇和历史文化的探索之中
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有效促进了书本知
识和生活经验的深度融合。

赤壁市举办研学旅行活动
体验“现代科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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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陆水湖办事处青泉社区的老党员刘
本炎，今年73岁了，因为曾任村党支部书
记、爱管“闲事”、正能量满满，深得群众信
赖，大家总爱亲切地称他“老支书”。

老支书退休了，可是他闲不下来。群
众喜欢去老书记家唠嗑，老书记也喜欢串
门。这家长、那家短，谁家得重病了、哪条
路坏了要修、哪盏路灯坏了要换，老书记
听了记在心里，及时向社区反映，一来二
去，给社区群众解决了不少问题。

社区发电站是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

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由于设备老化，噪
音大，附近群众有意见。他找到社区，提
出改扩建的想法，与社区不谋而合。为此
他跑这家、奔那家，逐家逐户做党员群众
思想工作，使该项目提案在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上得到全体党员的一致赞同。

清泉社区的居民长期享有水费、电费
方面的优惠，可还是有个别人连续几年不
愿意交水电费，在群众中反响较大。老书
记说，“决不能让极少数人带坏了我们的
民风”。他积极参与社区清收专班工作，

采取干部包保亲属、党员负责群众等方
式，清收历欠水电费60多万元。

社区有一位上门女婿范金奎，二十年
如一日孝敬岳父母。老支书积极向社区
推荐：“这个要宣扬，这是我们青泉人的好
女婿。”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新闻媒体的支
持下，范金奎被评选为荆楚十大楷模。

老支书虽已退休多年，可他仍然兼任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干着一份不领
工资的活，可他一点也不马虎，认真履责，
始终坚持居务公开，较好推进了社区民主
化管理和监督。节约下来的钱除了改水
改电、环境整治，每逢重阳节，社区60岁
以上老人还能领取1200元的老年补贴。

退休不褪色的老支书
通讯员 贺祖清 任宴东

联系党员群众1500多人次，受理社
情民意600多件，办理率100%，办结率
80%以上……自今年9月份以来，赤壁市
认真落实各级党代表联系基层服务党员
群众要求，积极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
动。咸宁市、赤壁市以及各乡镇（办）共三
级党代表1000多名，分成180个党代表
小组，分赴全市14个乡镇（办）、5个场
区、182个村（社区）和13家企业开展联
系基层服务党员群众活动。千名党代表
用行动诠释责任，用奉献彰显担当，赢得
了党员群众的一致好评。

助力脱贫攻坚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庄严承

诺。赤壁市各级党代表迅速行动、主动作
为，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贡献力量。

9月29日，官塘驿林场中心坪村七
组村民孔祥义在官塘驿林场党代表工作
站向赤壁市党代表胡智华求助，因为今年
楠竹市场不景气，价格低，影响村民们的
家庭收入，想请党代表帮忙想个办法，找
个销路。

受理后，胡智华及其他党员集思广
益，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与北京中关村军
民融合航天科学研究院取得联系，目前正
在对接竹纤维项目；与此同时，召集村民
参加座谈，帮助村民成立楠竹加工厂，提
高楠竹附加值，扩大销售渠道。

10月27日，新店镇花亭桥村6组村
民但银桂来到该镇党代表工作室，反映其
家庭困难，儿子患病去世，儿媳离家出走，
留下一孙女，目前孙女上学有困难。在了
解到其家庭情况后，新店镇已联系驻村扶
贫工作组商讨解决办法，积极为但银桂家
庭解决实际困难。

促进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根
基，事关人民群众福祉。赤壁市积极探索
党代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一个
党代表小组联系一个村（社区），一名党代
表至少联系一个村民小组（居民小区、企
业或“两新”组织），实现“党代表接待在村
居、了解问题在基层、收集意见在一线。”

9月8日，在官塘驿镇党代表工作室，
该镇卫生院党员钱三平向党代表小组提
出建议，希望村级医疗点的网络能否长期
在线不断网，更好服务农村医疗工作。根
据这一建议，党代表小组及时联系电信部
门，当场解决了基层困难。

市第二实验小学大门前的城北花园
小区，临时菜场长期占道经营，“脏乱差”
现象突出，小区居民出行不便。在咸宁市
党代表张善猛、张志才等代表及相关部门
的努力下，20多家共建单位，150余人，
历时数天开展小区环境整治。目前，小区
环境明显改善，群众满意度高。

解决群众困难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
旨，三级党代表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
起，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做起的。

9月29日，咸宁市党代表任伟、徐竞
等在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便民服务大厅
接待来访党员群众。在接待活动快结束
时，任伟发现来访党员宋和清脸色苍白、
精神状态很差。通过细心询问，得知其家
庭因病致贫，任伟及其他党代表当场向其
捐款5000元。宋和清感激地向大家鞠躬
致谢。

9月30日，咸宁市党代表郑波带领咸
宁市中心医院7个专家及其他医务人员来
到官塘驿镇卫生院开展联合义诊活动，这
是在上期“党代表联系日”活动中，该镇卫
生院党员祝军民提出，“希望与咸宁市中
心医院开展联合义诊”的迅速回应。当天
两家医院联合义诊100多人次，义诊活动
得到了当地党员群众的一致好评。

用行动诠释责任
——赤壁市千名党代表“零”距离服务党员群众

通讯员 贺祖清 程建利 王炜

赤壁市纪检工作组到陆水湖

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传丽报道：11月24日下午，陆水湖

迎来了一支特殊队伍——赤壁市纪检工作组。此次他们
到陆水湖来既不是检查工作，也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到陆
水湖来捡拾白色垃圾，让母亲湖更洁净。

在陆水湖麋鹿岛沿岸，一群穿着橙色救生衣的志愿者
拿着火钳，深入草丛里，钻到荆棘中捡拾散落的白色垃圾、
饮料瓶等杂物。经过近2个多小时的清理，陆水湖麋鹿岛
沿岸的垃圾全部捡拾装袋，最后由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的
清漂运输船拉至陆水湖垃圾转运站进行外运处理。

为确保陆水湖湖水不受污染，市民饮水安全，近年来，
该市持续开展“关爱大自然，保护母亲湖”的环保志愿活
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大家纷纷以实际行动，为陆
水湖的洁净奉献一份力量。

赤壁国税推出手机开票APP

纳税人足不出户领发票
本报讯 通讯员王俊涛报道：“税管员教我学会了手

机开票，再也不用跑远路去领发票，真的很方便。”赤壁市
金诺汽车维修部会计刘建梁在尝试操作之后，高兴地说。

近日，赤壁市国税局推出“51开票”手机APP，帮助纳
税人使用手机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让纳税人足不出
户便可获取发票。

据了解，纳税人只需在手机上安装“51开票”APP，同
时将电子发票版本的金税盘连接到可以接入因特网的路
由器上，只要手机网络畅通，便可以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并将发票通过PDF格式发送
至纳税人手机或者邮箱，供纳税人自行打印。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袁俊报道：近
日，省农科院专家组一行到官塘驿镇龙
凤山村开展院县共建农业科技“五个一”
行动，为当地贫困户免费进行桑葚种植
技术培训，助力该村精准扶贫工作。

专家从桑葚品种选择、园地选建、病
虫害防治等方面详细讲解了桑葚栽种、
管理方法等，让参加培训的种植户对桑
葚种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为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专家组一
行还深入桑葚种植基地开展现场教学，
解答种植户心中疑虑，赢得了种植户的
一致好评。

目前，龙凤山村有桑葚种植专业合作
社一个，是该市院县共建农业科技“五个
一”行动产业扶贫示范基地，种植面积近
500亩，采取“合作社+贫困户”方式，将有
效带动当地贫困户增收脱贫。

赤壁市借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张贤华、胡沙报道：

16个驻村工作团、148个驻村工作队、
460多名驻村干部与各村结成帮扶对子，
全面加大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力度，在赤
壁市已成常态。

为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优势，该市采
取党群部门联弱村、经济部门联穷村、涉
农部门联专业村的结对帮扶方式，结合
推进“基层工作日”“交基层朋友”“住村

调研”“夜访夜谈”“第一书记”五项制度，
深入开展“三扶一助两促进”“走村巷·连
民心”活动，落实“5+2”“七个一批”扶贫
措施，不断提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成效。

今年来，已整顿党组织16个，增加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860万元。先后组织资
金8300万元，帮扶贫困群众8850人次，
化解社会矛盾120起，帮助群众解决困
难问题760件。

赤壁市抓党建力促脱贫攻坚

蒲圻工商分局

解决一起网络投诉纠纷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石蕾报道：“请问工商部门，格

兰美关门了，我充的值怎么办？”近期，赤壁热线上网友“乌
龟大仙”的一篇帖子，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也引起蒲圻
工商分局的高度关注，并迅速开展调查。

据网友帖子介绍，她在蒲圻办事处一家名叫格兰美的
美容美发店预存了一张300元的会员卡，准备慢慢用。没
想到前不久店铺关门了，还挂出了“旺店招租”的横幅。想
到卡上还有约两百元余额就发愁，不知道该去哪要回来。
该帖后跟帖者较多，影响也比较大。

获悉此事后，蒲圻工商分局迅速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
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查找登记资料联系上经营者，与之
沟通协调。经营户认为是沟通不畅导致，承诺返还消费者
的卡上余额。至此，这起网上投诉的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车埠变电站

抢拉电线助龙虾养殖
本报讯 通讯员章威报道：“这几天，电力局的职工正

在为我们拉杆架线，非常辛苦。”11月29日，在车埠镇盘石
村龙虾养殖田边，该村村支部书记夏如红感激地说。

车埠镇是赤壁市龙虾养殖特色产业基地，每年小龙虾
养殖能为当地养殖户创造一笔不小收入。眼下正值小龙
虾养殖季节，但车埠镇盘石村养殖户却心急如焚。该村有
4千亩养殖田急需灌溉水，而农田周边因电力设施不齐全，
不能及时抽水灌溉，对养殖户养殖小龙虾极为不便。部分
养殖户私自乱搭乱接电线，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获悉此消息后，赤壁供电公司迅速行动，义务为养殖户
架线2.3公里，安装便民服务表箱133个。让农户在田间地
头就可以用上电，用好电，抽到水，确保养殖户的龙虾养殖。

赤壁市人民检察院开展培训活动

提高干群消防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为提高干部职工消防安

全意识，增强救火防灾技能，近日，赤壁市人民检察院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培训以新闻报道、事故分析、现场说法等方式，图文并
茂地讲解了最新典型的火灾案例，触目惊心的画面和数字
使参训人员受到极大震撼。同时，培训还结合工作和生活
中用电、用气、用火、车辆防火等方面的安全知识，介绍了
一般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所造成的危害，讲解了发生火
灾后的自防、自救和逃生技能，并详细讲解了常见消防器
材的识别、使用及保养维护。为增强培训效果，部分参训
人员还亲自体验了消防器材的使用。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赤壁办事处

做好综治维稳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钟华报道：近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赤壁办事处为深入贯彻落实赤壁市委有关综治维稳工
作的要求，扎实细致地开展综治工作，坚持全面落实社会
综治各项措施，以综治维稳工作为切入点，增强综合治理
意识，着力创建平安单位和平安法治家庭。

该办事处一方面强化单位内部管理规范，做好安全防
范措施，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同时，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严
格执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延时服务
制等规章制度，开展预约和上门服务，优化贷款、提取等业
务流程，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高为民服务质量，深化
文明创建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区平安共建、群防
群治工作，为创建“平安赤壁”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