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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健康管理新模式
——赤壁市创建国家级慢性病防控示范区纪实

通讯员 张升明

赤壁市全覆盖督查

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陈书记，通过

督查，咱们村存在环境卫生不洁净、村务公开不及时问
题……”在赤壁市官塘驿镇大贵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市
委组织部基层党建督导组正在向村党支部书记陈树林反
馈督查情况。陈树林当即表示，针对问题清单，村党支部
立行立改，确保党建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近期，赤壁市委组织部组织4个督导组对全市14个乡
镇（办）100多个市直单位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
织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拉网式全覆盖督查。督查内容涵盖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履行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制情况、基层党建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推进“两新”
组织“百日巩固行动”等相关内容。

据悉，这次督查，是对实施“整市推进、整镇提升”计划
成果的一次阶段性考查，其目的是进一步落实责任、传导
压力、查漏补缺，推进基层党建全面、全域、全程、全员过
硬。通过督查，发现和反馈问题4大类近300条，现场整改
200余条。

培育诚实守信文化 构建社会信用体系

赤壁市信用综合指数全国排名第三
本报讯 通讯员综合报道：近日，国

家发改委委托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
2016.10.1-2017.9.30期间全国城市的综
合信用指数（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
司法机关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
信、司法公信四个方面的信息），赤壁市综
合信用指数80.37，居全国362个县级市
中第三、湖北省第一，其中在GDP规模
300-500亿的76个城市中位列第一。

这是该市连续八次获得金融信用县

市荣誉称号，连续三年获得保险先进县市
区荣誉称号。

该市先后出台《赤壁市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规划（2014-2020）编制方案的通
知》、《赤壁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用信
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建立完善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实
施方案（试行）》等信用制度文件，明确信
用生态环境建设、培育诚实守信文化、工
作步骤和工作措施，推动信用体系创建工

作有序开展。
为对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

台，构建国家、省、市互联互通的信用平
台体系，该市归集40家具有权责清单单
位上报4339条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并与
省、国家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对
接。并依托“信用赤壁”网站，依法提供
信用信息公开、企业信用查询等服务。
扎实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
息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上网

公开工作，做到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及
时公开。

同时，赤壁市依托省公共信用共享
服务平台，会同全市33家部门联合签署
了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
录，对教育、国土、环保、交通、林业等40
家具有权责清单单位上报的行政处罚信
息及时在“信用赤壁”平台上公布，加大
对“老赖”的曝光度，有效解决执行难问
题。

爱心妈妈陈和安
近日，“爱心妈妈”陈和安及赤壁义

工联盟成员等一行10余人来到赤壁镇福
利院，看望该院老人及王棋。

今年 29 岁的王棋是赤壁市黄盖湖
人，2007年突发疾病，丧失了语言及行动
能力。家人在负担不了沉重的医疗费用
后，将他送进了福利院。

去年6月，陈和安专程从蒲纺医院请
来专家，为王棋进行诊断。之后，持续出
资为他求医问药、改善生活、请看护。

如今，王棋可以不借助任何帮助从
轮椅上站起来，扶着墙行走很长的时间，
还能够用语言和朋友们进行交流，还能
够清晰地喊：“陈妈妈。”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神山镇提高平安建设工作水平

构建立体治安防控体系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陈婧报道：“这两年发现路

上的监控多了，街上巡逻的警察也多了，特别是晚上，老远
就看到警车、警灯，心里踏实多了。”6日，家住神山镇集镇
的王老师傅告诉记者。

近年来，神山镇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
任的执政理念，发展与稳定并重、富民与安民共进，不断创
新工作机制，着力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积极探
索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机制，不断提高平安建设工作水
平，公众安全感得到稳步提升，平安神山建设成效显著。

具体操作上，该镇实行农村工作规范化管理，增加透
明度，对农村工作中易发生不稳定隐患的高发部位建立并
完善了相关的政策和机制，如村务民主公开、三资管理、三
重一大等一整套的规定、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了由于各级
干部违规违纪、暗箱操作造成群众上访事件的发生。

针对不稳定因素，该镇及时组织干部深入基层，做思
想政治工作，面对面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清政策，
化解思想症结，消除隐患。

同时，积极关注民生问题，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建
立了镇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突出排查了权属争议、
征地拆迁、环境保护、意外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采取

“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
措施，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

赤马港办事处

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本报讯 通讯员黄燕妮、舒俊杰报

道：为应对入冬以来最强的雨雪低温冰
冻天气，连日来，赤马港办事处迅速行
动，积极应对，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
安全过冬。

针对恶劣天气下的防范措施,该处实行
领导班子包片、驻村包保干部包村（社区）、
村干部包组的分工责任制,扎实深入一线做
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各包保干部走村入户指导农户防范
阶段性低温冰冻天气对农作物可能造成

的影响，向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告知
注意做好农作物保温防冻措施,提醒广
大人民群众切实重视做好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防范工作。

该处党委班子成员、驻村包保干部
深入包保村（社区）,督导村、社区“两委”班
子对辖区内分散的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户
等进行拉网式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居住房
屋、消防设施、电气设备、饮食卫生等安全
状况，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同时给孤寡、留守老人送去棉衣棉被
等应急物资，确保他们能温暖过冬。

赤壁市港航海事局开展渡口大检查

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余同山报道：1月3日，赤壁市

港航海事局组织专班对全市渡口进行检查，督促渡工在降
雪降温天气更要绷紧安全渡运这根弦，克服麻痹大意思
想，增强安全渡运责任感。

近期天气寒冷，该局对各个渡口严格要求，严明纪律，
做到“八不开航”。在渡运时，加强瞭望，谨慎驾驶，在渡船
上下船处铺设防滑垫、麻袋等防护用品，认真做好防雪、防
冻、防滑工作。同时还对全市渡口、水运企业的船舶防污
工作进行了督查。要求船舶切实做好船舶防污工作。

同时，该局根据气象预报，及时通过短信预警平台向
全市涉水乡镇、水运企业、港航建设工地及基层海事所发
布雨雪降温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醒渡口、水运企业和涉
水工程的应急意识和防范能力；严令各基层站所严肃值班
和应急值守纪律，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和领导带班、关键
岗位24小时值班和重大事件信息上报制度。提前应对，做
好应急物资、运力的储备，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和事故
险情，能够科学应对、及时妥善处置，全力保障赤壁水上交
通安全。

连日来气温持续下降，赤壁市部分乡镇遭受了严重的冻雨袭击，导致陆水湖办
事处雪峰山林场部分电线损坏，当地居民用电受阻。赤壁市供电部门迅速组织抢修人
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紧急抢修保电作业。 通讯员 李瑞丰 邓晓兰 摄

▼

客户遭遇网络诈骗
赤壁农行快速追回

本报讯 通讯员田小林报道：“感谢镇行长，是你们农
行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给我这个糊涂虫追回了损失。”1
月2日，新年上班第一天，农行赤壁支行行长镇万新办公室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道谢。

该名客户叫朱荣华，在一家企业当保安。2017年12
月27日凌晨1时许，客户朱荣华在家中收到一个陌生来
电，称有198元话费赠送需要反馈点击一个链接，该链接随
后由“10086”发送至其手机号码。朱荣华点击之后按照操
作提示，一步步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随后收到4条分别
为1000元、1000元、2000元和500元的支付短信。次日
上午，朱荣华来到农行体育路支行询问并查询银行卡余
额，方得知被骗。

运营主管刘湘一边查询四笔资金的去向，一边要求客
户尽快报警。经查，四笔交易都是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汇潮
支付上消费。在与汇潮支付官方客服联系后，刘湘一面联
系银联客服查清交易订单编号，一面将该笔交易上报分行
电子银行部。汇潮支付查出资金已经实时入收款方账户，
但该公司为其下游商户，如果能确认为诈骗交易，凭公安
局立案回执和客户链接短信，可以向其追讨该笔资金。12
月28日，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第一时间出具了立
案回执，并将相关资料递交汇潮公司。12月29日，客户被
诈骗资金一一回到其账上，挽回损失4500元。

据介绍，近年来农行赤壁支行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
柜面堵截各类风险事件工作中，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教
会大家如何识骗、防骗。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学习，提升临
柜人员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柜面共有效堵截
各类风险事件20余起，挽回客户资金损失50余万元。

晨曦初露的清晨，或是余辉薄暮的黄
昏，在赤壁市河畔步行道上，每天可以看
到一群60多岁的老人，排着整齐的队伍，
坚持健身行走，风雨无阻。他们就是在赤
壁市疾控中心的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下，以
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为目的的赤壁市社
区居民慢性病团体健康管理小组的队员。

自2015年，该市开展省级慢性病综
合示防控范区创建以来，结合国家心血管
病高危人群筛查项目推进，成功探索出一
套慢性病防控的赤壁模式。特别是2017
年起，赤壁市疾控中心开全省先河，创新
开展社区居民慢性病团体健康管理工作
获得主管部门和老百姓的高度认可，被授
予全国“先进项目点”奖，工作模式作为典
型在全省推介。作为咸宁市唯一一家省
级慢性病防控示范区，赤壁正向国家级示
范区冲刺。

身体健康 自己负责
“每天按照健康管理师为我私人制订

的饮食计划、健身运动量来安排生活，血

压得到了有效控制，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
转。”家住周画岭社区的叶均平说，这一切得
益于参加了疾控中心的健康管理培训班。

今年64岁的叶均平，在40多岁时就
有高血压疾病，并一直严重影响他的正常
生活。2016年，赤壁市疾控中心来到社
区开展慢性病筛查，叶均平被作为高危病
人列入管理对象。经过一年多的健康管
理，叶均平身体健康状态明显好转。

近年来，赤壁市疾控中心按照“医防
结合、医患互动、需求导向、先行先试”的
实施原则，实施团体健康管理，引导居民
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树立起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就是自己的态度。针对慢性病的主
要危险因素，提高人群慢性病防治核心知
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健康干预依从
性，从而提高居民自我健康的管理意识。

保持健康 人人有责
“是疾控中心的健康管理救了我的命

呀！让我对‘健康’二字有了重新认识
——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有健康的身
体。”今年78岁汪老爹逢人便讲。

汪老爹是健康管理团队里年纪最大
的，曾经因为高血压的困扰，天天吃药，还
经常住院。在2017年9月加入慢性病健
康管理，在管理师的耐心指导下，养成了
良好的饮食、运动习惯。

为让居民自觉地树立起健康的自我
保护意识，赤壁市疾控中心将所有的健康
管理成员分成若干小组，让大家互相监
督，相互帮助。平时小组一起进行健康培训，
一起进行健康心得交流。同时，向周边的人
群宣讲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与成效，辐射、带
动周围人群都来参加健康自我管理。赤
马港办事处的龚大妈，在见到健康管理师
来到社区免费为健康管理小组成员做检
查后，积极联系并动员家人朋友加入。

健康管理师舒强锋说：“我带领了3
个社区居民慢性病健康管理团队，共有
37人。通过培训，现在居民们都能够自
觉地坚持健康生活习惯，并将我们的健康
管理模式向居民宣传，真正起到健康管理
人人负责的作用。”

人民健康 我们有责
“由于气温下降，人体血管会有收缩，

请您注意保暖，适当增加运动量，以防感
冒。”1月13日，一大早，赤马港办事处的
改非干部方汉明的手机上就收到疾控中
心慢性病团体健康管理的管理师通过“鹿
管家”平台发来的信息。

为了提高对慢性病健康管理成员的
高效管理，赤壁市疾控中心与深圳粤创集
团深度合作，免费为居民提供智能监测设
备，将所有服务对象实行网络信息化管

理，患者每天只需在家里自行测量血压等
慢性病状态，再通过绑定的手机自动将检
测结果发送到“鹿管家”平台，健康管理师
每天只需要在平台上查看传送的数据，就
可以知道居民的健康状态，从而确定是否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干预方案。对有
需要帮助的患者，或是电话交流，让患者
自我调整，或是亲自上门，指导患者怎么
控制病情。

目前，赤壁市疾控中心共配有健康管
理师42名，已筛检慢性病患者14300人，
其中3510人被列为慢性病健康管理对
象，124人被列入强化管理对象，并与疾
控中心签订健康管理签约服务协议。针
对居民的健康状态，疾控中心健康管理师
会为他们订制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从
每天摄入的营养搭配，包括盐、油、糖等的
摄入量都有严格的要求。同时对他们每天
的运动量、运动方式做出耐心的指导，手把
手地教会他们健步走、抗阻运动、柔韧运动
等动作要领，全方位提升居民的身体健康。

赤壁市疾控中心主任钱平平说：“建
立慢性病防控，培育居民的健康管理意
识，提升他们的健康管理技能，目的是让
居民不生病，少生病。这样既可以提升居
民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也可以为国家在居
民医保上节省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