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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发改局

多措并举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张燕燕报道：“干部职工捐款

4570 元，单位捐款5000元，共计9570元。”在今年国家扶
贫日当天，赤壁市发改局积极谋划，认真部署扶贫济困募捐
活动，为赤马港办事处劈精村贫困户们送去慰问和关怀。

赤马港办事处劈精村、鲁庄村是赤壁市发改局驻点帮
扶贫困村，为切实掌握村里实际情况，驻村工作队走村串
户，精准掌握了贫困群众真实情况；聚全局之力开展扶贫。
依托扶贫政策出实招，利用单位自身优势，积极与有关部门
联系，为贫困户申请危房改造资金、低保，落实“八个一批”
产业扶贫以及金融扶贫政策，让贫困户享受国家政策；实行
包保，明确包保对象和责任人；为贫困村提供资金帮助。

据统计，近四年来，该局已为劈精村、鲁庄村两个驻点
村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脱贫助贫，目前两村贫困人口已全部
脱贫出列。

赤壁税务局

个税服务送上门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赤壁税务部门的个税服

务很及时、很全面，我很快就掌握了计算要点和申报方
法。”近日，赤壁市蒲纺医院财务主管吴女士对个税新政
感慨不已。

自10月1日起，新个人所得税法过渡期政策正式执
行。赤壁市税务局的干部钟梁不仅上门为赤壁市蒲纺
医院送去新个人所得税法过渡期政策宣传资料，作好热
点问题解答，还手把手辅导财务人员操作新系统、填报
申报表。

为更好地宣传好、执行好新个税法，大力开展宣传辅导
活动，尽早释放改革红利，该局早早行动起来，打造立体全
覆盖的宣传模式，优化宣传辅导，准确无误把个税改革精神
传遍大街小巷，把税收惠民好政策送进千万寻常百姓家。

据悉，该局宣传以全员全程分类培训形式，举办了四期
纳税人学堂，430人次纳税人到会学习；设置了个税改革专
窗，利用公告栏、资料架、LED显示屏等渠道宣传过渡期政
策宣传材料；积极指导纳税人利用升级扣缴客户端，仅沿河
大道的一个税源管理分局就为50多户纳税人提供了上门
辅导服务，为30户纳税人提供远程辅导服务。

赤壁住建局

廉政党课到一线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杨远斌报道：“我是生产队组

长，但不是党员，也属于监察对象吗？”“所有依法履行公职
的人员都在监察范围之列”。日前，赤壁市住建局住村干
部，张司边村第一书记舒新国到官塘驿镇张司边村为村干
部群众耐心、详细地讲解《监察法》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今年来，赤壁市住建局选派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
法律专业能力强的驻村干部和纪检干部经过培训后下基层
一线，结合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和第十九个
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活动，开展党纪法规、政策宣传进农村、
进企业、进工地廉政宣讲活动，并要求宣讲干部每人授课时
间至少三节课，确保廉政党课全覆盖。

为了配合廉政党课宣讲，该局制作廉政建设展板30
块，出动宣传车在乡镇和城区巡回展出和宣传。同时，宣讲
干部还充分发挥自身工作优势，积极协助村、企业、街道化
解基层信访矛盾，融洽了干群关系，维护了社会稳定。

10月23日，赤壁市中伙光谷产业园内，武汉高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
线上忙碌。该公司是赤壁市今年招商引资落地项目之一，主要开展碳纳米管功能母料、塑
料功能属性改性材料、高分子薄膜的制造和销售等业务。 通讯员 王莹 丹军 摄

▲

本报讯 通讯员周姿报道：10月 22
日，在赤壁银轮工业换热器有限公司油冷
器项目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
忙碌。

赤壁银轮油冷器项目总投资 1.6 亿
元，占地约35亩。项目分二期建设，一期
投资1亿元，用地10368平方米，计划投入
10台真空钎焊炉、3条自动化装配线及3

条自动化检测线。主要生产不锈钢板式机
油冷却器、柴油机增压空气冷却器、管壳式
油冷却器、管壳式海水冷却器、发电机循环
空冷器和油水换热器及工业用散热器等各
式换热器。

据悉，该项目正式投产后，可提供就业
岗位约35人，形成年产100万台机油冷却
器的生产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亿元。

只留芳华香满城
——来自赤壁市志愿者协会的故事

通讯员 张升明 周慧军

爱撒福利院
10 月 17 日，赤壁市志愿者们来到

赤壁市小柏福利院，为老人们送上了一
场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彩文艺演出。

演出后，志愿者们还自筹资金，宴
请老人，与老人们一起过了一个快乐的
重阳节。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我
们到这来玩，环境也好，有说有笑，一起
聊天拉家常，都比较方便。”近日，新店
镇大湖岭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中心
完成提档升级，全面满足空巢老人的生
活需求，得到老人们的交口称赞。

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是一种
以家庭为核心，以村为依托，积极发挥
政府主导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

分利用村资源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
供以解决其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化服务。

此次，新店镇大湖岭村对老年人互
助照料活动中心提档升级，活动中心功
能更齐全，能够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
顾、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精神慰藉、紧
急援助等服务，附近空巢老人可以在这
里休闲娱乐、互动交友、安度晚年。

本报讯 通讯员卢维、陈迪昭、李
攀龙报道：“老早就想办个残疾证，可因
身体原因，一直没办成，没想到现在家
门口就能办证。”蒲纺桃花坪社区瘫痪
在床的叶么元老人拉着上门办证的工
作人员一个劲地表示感谢。

10月19日上午，赤壁市残联工作
人员走进了蒲纺桃花坪社区瘫痪在床
的叶么元老人家中，为她进行残疾鉴

定，采集好相关信息资料，并现场解答
老人家属的疑问。工作人员热忱地服
务，心贴心地交流，温暖着叶么元老人
和家属的心。

据了解，今年来，为了让残疾人能够
及时、方便办理和申领残疾证，早日享受
党和国家的惠残政策，赤壁市残联切实
转变工作方式，把“开门办证”转变为“上
门办证”，竭力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

全国创新作文大奖赛

赤壁斩获16个奖项
本报讯 通讯员章威报道：日前，第十三届“课堂内外

杯”创新作文大赛（小学、初中组）全国总决赛揭晓，赤壁市
16名选手获奖，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
名。从赤壁赛区到全国总决赛，再到最终脱颖而出，获奖学
生们一路过关斩将，展示了出众的写作才华。

据了解，获奖的学生中，有6名来自市第二实验小学，8
名来自第五初级中学，学生们的出色表现为这两所学校增
添了殊荣，两校均被组委会授予“创新作文大赛基地校”荣
誉称号。

本届大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重庆课堂内外杂志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协办。据悉，大
赛累计吸引全国参赛中小学生 1400 万人，覆盖全国
17000所中小学校，是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高水平
作文赛事。

赤壁市提高导游服务质量

“首届十佳讲解员”出炉
本报讯 通讯员王玉成、雷玲玲报道：10月21日，由

赤壁市委宣传部主办，赤壁市旅游委、赤壁广播电视台联合
承办的2018年赤壁市“首届十佳讲解员”总决赛圆满落幕。

当天，20名选手们分别通过个人展示、知识问答、景点
讲解、才艺展示四个环节，表现自己的沟通能力、知识水平、
对赤壁市各景点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自身的素质
修养。比赛由专业评委层层把关，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
角逐，最终，评选出新秀组、专业组一等奖各3名。

“首届十佳讲解员”大赛是赤壁市导游队伍的形象大展
示，也是一次大练兵。此次比赛不仅展示了导游及讲解员
的讲解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学习，还挖
掘了赤壁市导游新秀，全面提升了导游形象，可推动导游服
务质量的提高和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

新店镇大湖岭村

真情关爱老年人
赤壁残联

热心服务残疾人

一个个爱心使者，组成爱心团队

2011年12月，首届“感动赤壁”道
德模范文明家庭评选，让一个山沟沟里
走出来的半文盲女子陈和安，在感动赤
壁的同时，也开启了赤壁志愿者的一扇
门。当时的陈和安，还只是一个人，凭
着自己的力量，扶危济困。

在这之后，在陈和安的感召下，赤
壁志愿者队伍如星星之火，顿成燎燃之
势。到2017年，该市共有志愿者团队
260多支，他们活跃在赤壁市的各个角
落，为这个地方的孤寡老弱病残等一切
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人间温暖。

面对着蓬勃发展的志愿者群体，为
了让他们依法、有序、健康地发展，2017
年5月，由赤壁市文明办牵头，成立了赤
壁市志愿者协会，并于当年5月8日在
赤壁市民政局正式注册。协会下设7个
分会和5支社会志愿服务队，将260多
支，29000多人按照地域、服务特点，规
划在这12支队伍当中。

为便于管理，协会充分发挥网络优
势，设计开发了【赤壁市志愿服务网】和
【志愿者登录系统】，对志愿者进行注册
登记，并对他们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情况
在网上公布，使得志愿者档案登记、活
动项目动态审批一目了然，不仅对赤壁
志愿者群体的贡献进行了肯定与宣传，
更带动了社会对志愿者的支持与广泛
参与。

同时，该市加大对志愿者服务站的
建设，在公共场所、窗口单位建立志愿
者服务站。目前全市共有志愿服务站
点10多处，让广大志愿服务者不仅网上
有阵地，更在社会上有站点。

一份份爱心，汇聚社会正能量

今年8月，收到陆军军医大学录取
通知书的贫困学生谢守光，将这个喜讯
第一时间通知了赤壁市志愿者协会同
心志愿助学队的叔叔阿姨们，感谢他们
对自己无私的帮助与鼓励，才使得自己
获得了今天的成绩。

赤壁市志愿者协会同心助学志愿
队是一支致力于帮助贫困学子身心健
康成长，帮助他们学习、发展的团队。
团队自2018年元月17日成立以来，共
组织活动16次，帮助贫困学生180人，

固定资助对象22人。
为激发社会正能量，引导社会风尚

向上向善，赤壁市志愿者协会坚持创特
色、创品牌、求实效的原则，开展有影响
力的志愿服务。协会成立一年，围绕扶
贫帮困为主线，依托福利院老弱病残老
人、社会生活困难群众及留守儿童等，
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捐资助学”、

“关爱留守儿童”等系列活动达94次，参
与人数达万余人。

为将社会爱心传递到每一个人的
身边，赤壁市志愿者协会“爱心粥屋”
每天早晨6：30至7：30，在金鸡山路免
费为环卫工人、社会老弱病残及流浪人
口提供稀饭、馒头；赤壁志愿者协会志
愿者们踊跃为白血病患者捐款，给环卫
工人提供照明的灯具，搜救山林迷路村
民……赤壁志愿者协会，一群热心公益
的爱心人士，正将自己的爱心化作行
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一次次行动，引领文明新风

走在赤壁街头，总可以看见一些红
马甲，他们在每一个交通路口，引导着
车辆、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
序。而他们，就是赤壁市志愿者协会机
关干部志愿者分会的志愿者们。

在赤壁，每一名共产党员、机关干
部都是一名志愿者。他们以身作则，

“一员双岗”，引领着赤壁文明城市的创
建，引导着赤壁社会风尚的向上。

在葛仙山景区，每年3月，漫山遍野
盛开的野樱花吸引着远近成千上万的
游客前来观赏，一时间交通拥堵，景区
垃圾遍地。这时候，总有一个个身穿红
马甲的背影，在道路上协助指挥交通，
在景区躬身捡拾垃圾。

每年春夏之交，每逢大雨，赤壁市的
母亲河——陆水河就会因上游泄洪，而
带来满河漂浮的垃圾。这时，赤壁志愿
者们又来了，他们一手拿蛇皮袋，一手持
火钳，沿着河岸，来来回回，不知疲倦。

每年的高考，家长与孩子们，心里
都绷着一根紧紧的弦。这时，赤壁志愿
者又来了，爱心送考的车队，免费为考
生们提供接送；义务的医护人员，时刻
守护者考生及陪考家长……

“在每一个角落，我们赤壁志愿者
协会的志愿者们，总是将志愿精神，传
递到每一个人的心中，让社会正能量，
在社会接力传递，共同来守护我们美好
和谐的生活。”赤壁市文明办主任、市志
愿者协会会长肖向阳的这句话，正是赤
壁志愿者们共同的心愿。

10月17日，九月初九重阳节。在赤壁市中伙铺镇社会福利院，乐天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和赤壁市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

们载歌载舞，为老人表演了充满童趣的舞蹈。随后，小朋友们给老人送上了香蕉、桔子、蛋糕、饼干等，祝愿老人身心健康，

安度晚年。

这只是赤壁市志愿者群体的一次节日慰问活动剪影。该市有志愿者群体260多支，正式注册志愿者人员29000多

人。这些由民众自发组织的群体，为推动赤壁社会文明、引导社会风尚贡献着民间力量。

赤壁银轮油冷器项目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