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年缴纳社会保险费要到社会保
险服务窗口打印核定单，然后再到银行缴
费，现在只要带着身份证就能在银行直接
缴纳当年的社会保险费了，真是方便多
了。”近日，曾在政务服务大厅人社区参保
的王彩虹女士在缴纳当年的社会保险时
说，简便的缴纳方式让她轻松了许多。

“社会保险和我们每一名群众的生
活息息相关，灵活就业人员每年都要自
己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方式越简单，
群众的生活就越便利。我们要充分利
用一切可行措施，简化工作流程，提高
工作效率。”赤壁市政务服务大厅人社
区负责人肖春雪说，不仅是工作流程，
各窗口的位置都是按照方便群众办理
业务和业务流程顺序进行安排的。咨
询窗口安排在最前、最醒目的位置；同
一流程业务窗口安排在一起；业务量
多，需要排队的窗口前预留足够的空间
和休息的座椅。这样的安排都是为了
进一步简化流程，方便群众办理社会保
险业务。

其实，这只是赤壁市人社服务窗口

为民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人社局
通过开展业务培训、简化程序、加强监
督考核等举措，不断推进窗口单位作风
建设。

岗位培训强服务
“通过业务培训和知识竞赛，让我

对新常态下人社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当前人社工作
的新变化、新要求、新规律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更系统的了解。”社保业务知识
竞赛结束后，赤壁市人社服务区干部张
晓晖说，通过学习，他的业务知识得到
了充实、强化和更新，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也增强了。

今年以来，赤壁市人社局按照“一
专多能”、“一岗多能”目标，抓好窗口人
员经常性业务培训，积极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参加人社系统开展的线上、线下学
习。熟练掌握做好人社工作所需的综
合知识和业务技能，努力把窗口单位作
为培养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
舞台，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人社工作
为人民的服务理念，不断改进了业务经

办方法，提高干部职工综合素质和服务
水平。

简化程序提速度
“我单位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社会

保险业务时，窗口人员会提供一张详细
的业务清单：如审批事项、办理依据、
具备条件、所需材料、办理程序、收费
信息和联系方式等一目了然。”赤壁市
汽车运输总公司的杨莹在人社区办理
业务时感慨地说，人社局在微信公众
号、官网上公布行政审批权力清单，让
她对办事流程心中有数，避免了来回奔
波的辛苦。

社会保障卡是每名参保群众的身
份标识，与各项社会保险业务都有关
联。社会保障卡是近年正式开始使用
的，办理新卡、遗失挂失、修改密码的业
务数量巨大。为了简化流程，该窗口取
消了纸质版的表格，一律用电子表格代
替，需要提供相片的由工作人员现场拍
照，既提高了效率，也为办事群众提供
了便利，节约了时间。

为了深入开展窗口作风建设，赤壁

市人社局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官网、
QQ群、微信群等平台，公开办公流程，
严明办事纪律，做到事事有准则、处处
有章法、人人有遵循，群众对此表示了
满意。

强化监管促落实
为提升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窗口形

象，年初窗口单位工作人员都签订了责
任书，实行定岗位、定任务、定目标、定
责任，制定干部量化考核内容和指标，
严格落实日常考核制度，并制定长效监
管机制。坚持每周股室检查、每月分管
领导抽查、每季度单位整体进行考核的
方式，对业务经办、纪律遵守、投诉情况
及时查处，并纳入绩效考核。

“我们的业务检查是从后台提取数
据，对有疑问的业务逐条验证，事后如
实通报，纳入绩效考核，把激励与约束
统一起来，并作为年度考核和评优评先
的重要依据。”肖春雪说，这样可以确保
督查的力度和效果，防止督查通报流于
形式，有力推进窗口单位作风建设良性
发展。

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赤壁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窗口作风建设纪实

通讯员 黄富清 汤志超

简流程提效率
赤壁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窗口采

取一切可行措施，简化工作流程，提高
工作效率，按照方便群众办理业务和
业务流程顺序进行安排，同一流程业
务窗口安排在一起。

同时，在业务量多，需要排队的窗
口前预留足够的空间和休息的座椅，
确保群众办理社会保险业务方便快
捷。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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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山湖镇国医堂

让百姓家门口看中医
本报讯 通讯员孙睿报道：“从家走到国医堂花时不到

15分钟，开药、拔罐、推拿、针灸各种中医治疗项目齐全，价
格也便宜，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中医特色诊疗！”在柳山湖
镇卫生院的“国医堂”，定期来做针灸治疗的村民雷喜珍说。

2016年3月，按照“国医堂”建设标准，柳山湖镇卫生
院创建了该市唯一一家上榜的省级示范国医堂。利用中医
疗法治疗中风、偏瘫等疾病，利用中草药治疗中医内科杂症
及消化道、呼吸道等疾病，吸引了众多前来就医的百姓，更
是辐射到周边乡镇。

柳山村村民徐水平患有腰椎病多年，经常需要做中医
康复理疗。他算了一笔账：“以前都是请民间中医推拿，花
费也不少，现在这国医堂就在家门口，费用还能通过医保报
销，诊疗费用一下就省下好多。”

“金果源就是一座富民园呀，我在家
门口打工，一年也有2万多块钱的收入。”
4月18日，在赤壁市金果源现代农业有
限公司果园务工的神山镇文清村贫困户
李贵英由衷地说。

对于村民这样的评价，公司法人代
表李海军有些羞涩：“乡亲们说我的果园

是富民园，现在还有些名不副实。但我
们的初衷，就是通过办现代农业，带领大
家一起走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

赤壁市金果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6年10月，一期投入资金600多
万元，流转土地540亩，种植有蓝莓、杨
梅、樱桃、黄桃、葡萄、猕猴桃、枇杷等12
个精品水果。

当天，在公司果园基地，樱桃树上，
火红的樱桃已经开始成熟、红紫的桑葚
也压弯了枝头，而葡萄、八月炸等青涩的
果实也都已经挂满了枝蔓。

“果园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我们
的预期，但要真正能够起到带动乡亲们
一起致富，还有一定距离。”李海军介绍

说，现在每天都要请10多名工人除草、施
肥、整枝等进行果园管理，忙时工人达到
30多名，而这些工人都是来自周边的精
准扶贫户和乡亲们，其中有4户精准扶贫
户长期在公司务工。

文清村贫困户李贵英就是其中之
一。她一家3口人，儿子35岁尚未结婚，
老伴由于类风湿疾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
力。2016年，她家被列为该村的贫困户，
2017年她开始在金果源务工。

据公司投资人胡其敏介绍，果园管
理每年仅工人工资就需支付100万左右，
极大地提高了周边村民们的经济收入。
后期果园产生效益时，工人工资支出还
会有所增加。

“农业项目建设投资大，见效慢，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发展壮大，更离不
开政府的支持、部门的指导。”在谈及果
园的后续建设与发展时，李海军不无担
忧地说，果园收益来自于客户的采摘，
现在果树在科学管理模式下长势喜人，
盈利应该不成问题。但园内基础设施
跟不上，将会给前来采摘的顾客带来不
便，而要完善排给水系统包括U型槽、
水肥一体化系统等初步估算得 400万
左右，这是后续发展壮大迫在眉睫的问
题。

我们期望金果源公司能够在社会各
界的支持下，真正实现做老百姓的“富民
园”的初衷。

金果源：结出富民金果果
通讯员 张升明 黄富清

陆水湖管委会党员

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传丽报道：近日，陆水湖风景区管委

会组织22名党员到精准扶贫挂点村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
东流港村开展垃圾清理活动。

活动当天，党员们拿着扫把、火钳、撮箕、铁锹等工具出
现了在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东流港村的村头巷尾。每到一
处，大家扫的扫、铲的铲，干劲十足。通过两个小时多的劳
动，共清理垃圾32袋，村组面貌焕然一新。

本次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为联系群众工作奠
定了基础。下一步，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计划将东流港村
的生活垃圾清理范围纳入到陆水湖沿湖垃圾收集项目中
来，指定专人打扫清理该村的生活垃圾，届时东流港村卫生
面貌将得到有效改观。

赤壁环保局

依法查处一家非法企业
本报讯 通讯员综合报道：近日，赤壁市环保局依法查

处一家以生态养殖为掩护的非法“小电镀”企业，并移送公
安机关。

该局环境监察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的一家
生态养殖合作社日用水量比同行养殖业高出很多，引起监察
人员怀疑，并迅速进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挂牌厂名
为“赤壁市合胜生态养殖合作社”，实际厂名称为赤壁嵘毅祥
机械制造厂，主要从事“小电镀”加工。该厂设备简陋，原材料
随意堆放，电镀废液利用渗井直接排放。该局监察人员立即
对该厂依法查封，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监测取样
分析，该企业排放的电镀污水总铬、锌等重金属项目均超标。
目前，违法企业业主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金峰村制定发展规划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宋辉报道：近日，笔者在茶庵岭

镇金峰村看到，该村第一书记刘书亮按年初确定的发展规
划，组织10多名村民抢栽景观树苗红杉。

金峰村是全市23个贫困村之一，也是全市唯一的深度
贫困村。为把脱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该村2018年将强化
楠竹产业基地建设，以金锋村砣儿潭竹器厂为龙头，带动村
楠竹产业发展；积极发展红色旅游业产业，加强遗址保护建
设力度；加快村旅游接待中心的修建，加快村民饮水工程改
造，让村民都能安全用水；加快该村泥石流的治理力度，同
时持续搞好基层党建工作，抓好民主监督工作，对每一个项
目的设定、项目资金的使用、项目实施质量、实施进度作好
监督，把好事办好、办实，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受益。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余庆报道：
“浑浊的污水，经过预处理、生物处理、深
度处理等多个程序后，变为清水，最终达
到排放标准。”4月14日，官塘驿镇污水
处理厂负责人李珊梅向笔者介绍。

官塘驿镇污水处理厂位于官塘驿镇
镇区东侧姜家湾，由赤壁北控水务有限公

司按BOT模式进行投资建设运营，占地
面积5000平方米，投资1000万元，一期
处理规模为1500吨，2017年初投入运营。

“回想以前，总有部分生活污水暴露
在外，不仅气味难闻，又污染环境，现在
建起了污水处理厂，污水有地方排了，乡
村环境也更美了！”官塘驿镇官塘村四组
村民熊元仙的家临近污水处理厂，她们
一家最先感受到乡村环境的改善，对污
水治理项目赞不绝口。

近年来，赤壁市把乡镇污水处理厂
建设作为重要的环保基础设施项目来实
施。2017年，率先建成官塘驿镇、赤壁

镇、赵李桥镇乡镇污水处理厂，并顺利投
入使用。

2018年初，该市车埠镇、神山镇、赵
李桥镇羊楼洞村、茶庵岭镇、余家桥乡、
黄盖湖镇、柳山镇、新店镇八个乡镇污水
处理厂也纷纷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全面
建成投入运营。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是一件惠及
民生、服务百姓的民生工程，也是优化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家园的重要举措，更是
农村居民对乡村环境改善的殷切期盼。

据悉，赤壁市计划再用三年时间，科
学规划，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

覆盖。目前，该市在完成现有乡镇污水
处理厂项目建设的同时，在其他尚未规
划建设污水处理厂的乡镇，广泛开展生
活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情况入户调查，
积极完成专项规划、项目申报和前期相
关手续办理工作，并引进水环境治理专
业公司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积极争取国
家专项扶持资金，努力做好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公司管理、全民参与的“以点带
面”示范工程。按照“治理一片、水清一
片”的目标，力争2020年全市实现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全覆盖，为赤壁市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赤壁强化党员管理

开展先锋指数评定
本报讯 通讯员张贤华、赵雄报道：“先锋指数评定就

像一把尺子，党员先锋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用这把尺子就能
量出来。”中伙铺镇罗县村党支部书记赵祥明说起党员先锋
指数评定时如是说。

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增强
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从2017年开始，赤壁市在
全市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员先锋指数评定工作。党员先锋指
数由党员参加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指数、党员民主评议指数
两部分构成。开展此评定旨在激发广大党员做合格党员、
争当先锋模范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巩固提升“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成效。目前，该市共有1074个基层党组织开展先锋
指数评定，28048名中共党员接受评定。

“红袖章”巡防队伍

助力赤壁平安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饶毅报道：“白天晚上小区都有戴红袖

章的巡逻队伍，小偷骗子哪还敢来呀！”日前，居住在赤壁
市蒲纺工业园区桃花坪社区的陈大妈高兴地说。

今年来，在赤壁市综治办安排部署下，一支支佩戴“治
安巡防”红袖章的巡防队伍活跃在赤壁城乡、企业厂矿、学
校街巷、集市商铺，成为了治安防控的“观察点、流动哨、千
里眼、顺风耳”。

“红袖章”队伍中大部分成员是小区保安、村（社区）干
部、治安积极分子,他们来自基层，熟悉社情民意，消息灵
通，为助力了赤壁市的平安建设，打击违法犯罪和治安防范
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凝聚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群防
群治，为形成全民参与社会治安防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

赤壁又有8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开建

4月18日，赤壁市金果源现代农业发
展公司果园内，工人正在查看樱桃树生长
及挂果情况。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