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赤壁市城区南行大约10多分钟，
到达赤壁市五龙山温泉度假区。这里青
山竹海，鸟语花香，泉水叮咚……宜人的
景色，是这里的靓丽名片。

2007年底，广州市润丰公司依托这
里地下温泉水丰富的自然资源，投资兴建
了五龙山温泉度假区项目。该项目控制
用地5280亩，建设用地500余亩，是一个
集精品酒店区、度假别墅区、温泉洗浴中
心区、观光农业区、新农村建设示范区、苗
圃生产基地为一体的园林式休闲度假胜

地。同时，这里的另一张名片——赤壁市
“扶贫车间”，也开始声名远播。

8月30日，在近500亩的紫薇风景树
苗圃基地，温泉村四组的王海燕正在锄
草。他说：“我今年4月份由村里介绍在
苗圃基地上班，以前一直在打零工，很不
稳定。在这里上班，每月按时发放工资，
生活有保障多了。”

在客房部打扫卫生的另一位村民沈
星星，来这里工作有四年多了。她说：“虽
说比在外打工收入低一点，但在家门口打

工，心里踏实。而且这里包吃，还免费接
送我们上下班，为我们交五险，让以后的
日子有了依靠。”

送岗上门，就近就业，让身在农村的
“就业边缘人”变身产业工人，是五龙山温
泉度假区打造“扶贫车间”的扶贫方式。

“该项目安排温泉村就业人员近200
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岗位都是当地的农
民工，其中，安排贫困户就业20多人。每年
可以为农户创收350多万元，实现贫困人
口家门口就业，对促进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发挥了积极作用。”赤壁市润丰投资有限公
司项目公司总经理赵军对笔者说。

解决就近就业问题是为老百姓特别
是贫困群众谋长远，解决后顾之忧的真
招、实招。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以
后，他们还可以继续在企业务工，收入稳
定有保障。而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不仅履
行了社会责任，还带来了企业与贫困户的

“双赢”。实践证明，五龙山温泉度假区的
“扶贫车间”在就业扶贫上的有益探索就
是这种“双赢”的有力证明。

扶贫车间助脱贫
通讯员 袁俊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这是说，廉洁的官员是民众的表率，贪官
是侵害民众的盗贼。”近日，在赤壁市公交
站台等车的市民杨移法，指着站台上的廉
洁宣传展板，对身边的孙儿进行讲解。

这是赤壁市公汽公司结合自身优
势，依托公交车流动量大，群众接触面广
的特点，用漫画、故事及廉政标语等多种
形式，利用站台、车载电视、LED 显示
屏、宣传栏等广泛开展廉政教育宣传的
动人场景。

养成廉洁品质

“我的身高已经有1.4米了，应该买
票，不然就是腐败。”近日，在赤壁6路公
交车上，一位小学生对送他上学的奶奶说
道。

车上的乘客听了，无不对小学生发出
赞许。有人逗他：“你又不是领导干部，怎
么会叫腐败呢？”

“腐败从来就不只是领导干部的事。”
小学生振振有词：“所有人只要有侵占集
体财产的行为，就是贪污腐败。这个车上

天天都有播放的。”
小学生话音刚落，车厢里响起阵阵掌

声。
近年来，为加强廉政文化教育，发挥

宣传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和先导作
用，在社会构筑起防腐拒变的思想道德底
线，提高全民廉洁自律的自觉性，赤壁市
公汽公司锐意进取，创新方式，在全市
307辆公交车的车身、前后显示屏、车内
宣传栏、车载电视和400多个公交站台
上，制作各类廉政文化宣传标语、漫画及
廉政故事近千条（篇）。

乘客无论是等车、乘车，抑或是街上
散步，都能从公交车上获得有关廉政文化
的宣传教育资讯。

正是因为有了公交车的大面积、大力
度宣传，才使得每天上学的小学生也懂得
了什么是腐败，怎么抵制腐败，从而在社
会上营造出崇尚廉洁的良好风气。

凝聚正气新风

“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虽令不从。”每天早晨，在赤壁市
住建局工作的袁泮都要从老城区坐公交
车去新区上班。每天在车上坐下，车载电
视里播放的廉政标语、廉政宣传片总是给
他警醒，让他时刻提醒自己：严于律己，廉
洁奉公。

其实，被赤壁公交车“提醒”的远不止
袁泮一个。在“赤壁热线”网站上，经常就
有网民留言对公交的廉政文化宣传进行
点赞。其中有位网名为“闲事佬”的网友，
多次撰文在网站上发表，对公交的公益行
为进行宣传。

对此，赤壁市公汽总公司总经理刘伟
华说：“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表扬，实际也是
一种鞭策。拒腐守廉是全社会的一种行
为准则，我们在宣传廉政文化建设，引导
廉洁风气的同时，也在狠抓自身的廉政建
设。”

为了“当好老百姓的专职司机”，刘伟
华每月都要在全体干部员工中强调纪律，
在员工中树立“工作上主动不足、奉献不
足、创新不足、纪律松懈也是一种腐败”的
观点，将廉政文化深深地植入每一位员工
的脑海里。同时在社会上聘请公交监督
员，对公交的服务进行监督。

蒲纺退休老人但昭辉做了15年的公
交监督员，他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公交
敢于宣传廉政文化，敢于接受群众监督，
那是因为在拒腐防变上，他们自身就很过
硬。”

传承中华文明

“其实早在十年前，我市公交车就在
坚持着做公益性的广告。对这座城市的

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风气营造，起到了很
大的促进作用，简直就是一座流动的课
堂。”但昭辉今年75岁了，作为一位亲眼
见证公交车变化的市民，他对公汽公司赞
扬有加。

据悉，十年前，刘伟华在“文化进城
乡”的号召下，决定利用公交与人民群众
联系密切的优势，广泛开展公益宣传。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因
为公交的车身、LED显示屏、站台及车
载电视等资源投入商业广告，一年可有
约 70 万元的收入。如果投入公益广
告，不但赚不到钱，每年仅广告制作成
本就得花去30万元，这样一年净亏100
万元呀。

可是，刘伟华坚定不移地开始了公益
广告的宣传，且十年如一日。从赤壁的茶
文化到三国文化、从精神文明建设到文明
城市创建、再到如今的廉政文化建设，每
一步都有公交的付出与参与。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
长，《周礼》就曾经提出廉善、廉能、廉敬、
廉正、廉法、廉辨的六廉概念。建设美丽
赤壁，让每个赤壁人都能恪守职业道德、
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不仅是对
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更能促进赤壁社会
文明和谐，人人安居乐业，比赚一座金山
都值得。”刘伟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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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公交车

一座移动的廉政学校
通讯员 张升明 余庆

本报讯 通讯员周姿报道：近日，因
遭遇车祸而责任方无力支付赔偿，导致
巨额医疗费无法落实的雷某家属，收到
赤壁市政法委综治办和人保财险赤壁市
支公司工作人员送去的12万元赔偿金。

去年年底，雷某驾驶的摩托车与龚
某驾驶的小客车相撞，导致雷某重伤。
龚某为无证驾驶，负该起交通事故主要
责任，但在支付13000元赔偿后再无力
支付雷某的医药费。经保险部门介入后
界定该案属于政府综合险保险范围，于
是依法对雷某进行赔偿。

这是该市开展政府救助综合责任保

险工作以来，群众通过政府投保获得赔
偿金的案例，也是该市不断扩大社会保
障面、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的一个缩
影。从去年9月起，该市为全市43万群
众购买了政府综合险。

今年以来，该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全市参保人数 30.76 万人，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7.4亿元、支出6.2亿元。完善
社会救助体系，全市纳入社会救助对象
32061人，累计发放救助资金6469万元，
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蓉报道：
8月27日，茶庵岭镇召开专题会议，全面
反馈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情
况。会议客观分析各村财务收支情况，
指出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并对下一步整
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这是赤壁市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
责任审计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该市已
全面完成182个村（社区）的审计工作。

为了做好这次审计，该市从各乡镇
（办）“三资”监管代理中心抽调骨干力
量，组成12个审计组，采取交叉方式，对
各村（社区）财务收支、集体“三资”管理、

债权债务、民主理财、任期内经济责任目
标完成等情况和群众反映强烈，并要求
审计的其他问题进行全面审计。

各审计组认真落实《湖北省农村集
体经济审计办法》相关精神，审计工作做
到五个结合：即审计查账与走访群众相
结合，审计查账与清查实物相结合，审计
与处理问题相结合，审计与建章立制相
结合，审计与工作业绩认定相结合。

这次审计，有利于对村（社区）干部
任期内经济责任作出客观公正评价，为
准确考核、推选村（社区）“两委”干部提
供了重要依据。

超前谋划 主动作为

赤壁开展村级经济责任审计
扩大保障范围 完善救助体系

赤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陈和安十年如一日坚持公益事业

市长号召向她学习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员李杰报

道：9月1日，赤壁市委副书记、市长盛文军专程来到陈和安
家中，当面为陈和安坚持公益事业，善做善成、大爱无边、引
领导向、弘扬友善的精神点赞。

盛文军对陈和安十余年如一日照顾脑瘫儿童陈楚烨，
并长期坚持公益事业的善举表示赞许，并号召全市党员干
部群众学习她弘扬社会正气的优良作风。

盛文军说，陈和安善作善成，细微之处体现了母爱的伟
大神圣；她大爱无边，长期坚持社会公益事业，广泛播撒爱
的种子让人敬佩。

自8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周刊》、《视点》
板块以《摇晃的生命》为题，大篇幅报道了赤壁市爱心人士
陈和安十几年如一日照料脑瘫患儿陈楚烨的事迹后，赤壁
市妇联将于近期以陈和安的先进事迹为典范，组织策划更
多的“爱心妈妈”系列公益活动，激励和发挥女性“半边天”
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赤壁市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赤壁大规模招录新疆籍青年

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本报讯 通讯员汪忠亮报道：近日，85名新疆和田籍

青年顺利来到位于赤壁市高新区的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
公司赤马港生产基地上岗就业，第二批181名务工人员也
将于近期到达，这是该市首次大规模引进新疆籍青年来本
市务工。

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南创发维达力实
业在内地最大的生产基地，是赤壁市2015年10月引进，专
业从事平板玻璃深加工技术及设备制造、触控屏幕、触控组
件制造、视窗防护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

随着用工成本的攀升和市场订单的增加，该公司面临
着招工难、留人难的困境。为此，赤壁市政府与省新疆工作
组沟通，由赤壁市劳动就业局和维达力公司与新疆于田县
劳务输出公司统筹负责，从当地高职院校选派和面向社会
招聘，民宗部门协调指导疆籍员工清真饮食供应和人员服
务管理等工作。目前由公司熟练工人对疆籍务工人员进行
一对一帮带，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工作岗位。

赤壁加强监督与考核

做好控编减编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熊艳报道：近日，赤壁市编办对全市编

制人员进行统计显示，自2015年12月至今，机关单位减少
260人，事业单位减少542人。

近年来，该市严格用编审批和职数管理，坚持超编单位
只出不进，满编单位先出后进，空编单位先批后进。严禁超
编进入，严禁混用行政、事业编制或擅自改变编制使用范
围，严禁违规挤占、挪用编制。并定期与市纪委监委、市委
组织部、市人社局联系，收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到龄退休、
调出、辞职、辞退、除名、死亡信息后，通知所在单位到编办
及时办理人员下编手续。市编办以书面形式告知市财政局
及时调整或停发工资。

与此同时，与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紧密协作，建立监
督检查、考核和问责机制，加强监督和指导。对贯彻落实措
施不到位、推动工作不力、违反机构编制纪律的行为坚决查
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

围绕“让躺着的孩子坐起来，让坐着的孩子站起来，让
站着的孩子走起来”的工作目标，给孤残儿童提供服务保
障，不断丰富和完善服务职能，近日，赤壁市儿童福利院工
作人员带领残障儿童，前往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
进行身体检查和残障鉴定。 通讯员 贺娅维 摄

红色宣传
“在路上”

赤壁市公汽公司结合自身优势，用
漫画、故事及廉政标语等多种形式，在站
台、车载电视、LED 显示屏、宣传栏上广
泛开展红色宣传、廉政教育宣传，受到群
众点赞。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开展稻虾综合种养技术培训

推进小龙虾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袁野报道:9月4日，赤壁市组

织全市小龙虾养殖户参加稻虾综合种养技术培训，旨在提
高养殖户综合种养技术，助推小龙虾产业健康发展，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致富。

培训邀请宇兆（湖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小龙虾养殖
专家结合赤壁“稻虾共作”产业发展形式，从小龙虾养殖前
景、基本特征和养殖技术等方面，结合生动案例、成功养殖
模式，全面讲解了稻虾综合种养技术，让养殖户们获益匪
浅。

近年来，赤壁市大力推广“稻虾综合种养”，小龙虾产业
发展迅速，全市小龙虾养殖已达2100余户23.5万亩，小龙
虾养殖专业合作社30多个。2017年全市小龙虾产值达9
亿元，小龙虾养殖带动农民人平收入达4034元，成为赤壁
市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