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发展
紧守致富恒心

8月30日，在近500亩的紫薇风景树
苗圃基地，温泉村四组贫困户王海燕正在
锄草。他告诉记者：“以前，我在外面打零
工，收入不稳定。如今，在苗圃基地正式
上班，每月按时领工资，生活有保障了。”

在春泉庄客房部，正在客房打扫卫
生的沈星星也是温泉村四组人，她来这
里工作有4年多了。她说：“虽说比在外
打工收入低一点，但在家门口上班，心
里踏实。而且这里包吃，还免费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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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家子弟
变成打卡上班族。据赤壁市润丰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军介绍，春泉庄项
目，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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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民，每年为当地农户创收350多万元。
其中，安排贫困户就业20多人。

为了让扶贫的努力能够持久，实现
持续保障不返贫。赤壁市因地制宜，为
贫困村寻求项目，以带动村民可持续的
经济收入。据统计，根据各村实际，赤
壁市围绕抓好林业、茶产业、畜禽养殖、

水产养殖、农家乐、光伏、中药材、水果
等8大产业，为贫困户在产业、就业上提
供方便，为全市23个贫困村种下致富之
源，确保贫困户一日扶上马，终身有保
障。

如今的赤壁脱贫攻坚由“疲”转
“兴”，目前已脱贫9135户31869人，出
列贫困村16个。相关负责人表示，赤壁
将以“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块
红色土地”的坚强决心，弘扬赤壁精神，
提升“绣花”本领，擦亮扶贫品牌，攻坚
深度贫困，持续奏响脱贫攻坚最强音！

强力保障
坚定扶贫决心

“我两老70多岁了，做梦也没想到
还能住进新房，这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感谢工作队的帮扶。”住上宽敞整洁的
扶贫搬迁安置房，官塘驿镇张司边村村
民刘春生逢人便讲。

刘春生今年72岁，妻子体弱多病、
身体残疾，两老相依为命，他们的住房
由于年久失修，已不适宜居住，生活十
分困难。今年5月，其帮扶人住建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余乐新进行夜访时了解
了这一情况，及时反映刘春生生活情况

及要求，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刘春
生老人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7月初，
刘春生顺利搬进了扶贫搬迁安置房。

对刘春生老人的帮扶过程，仅是赤
壁市党员干部真心真情全力以赴做好
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

要让每一户贫困户都有得吃、有得
穿、有得住，让贫困户看到扶贫的决
心，为脱贫攻坚夯实基础。对此，赤壁
市对全市因条件限制，自身发展困难
的贫困户进行政策范围内点对点扶

贫。
据统计，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9879 户 34343 人，建成易地搬迁房
105套共9100平方米，易地扶贫搬迁
105 户 373 人已全部交钥匙;对 2372
个贫困家庭的危房进行了改造，拨付
危改资金2345.95万元。同时通过教
育扶贫、医疗扶贫、政策兜底等扶贫政
策，确保贫困人口生活达到“两不愁三
保障”，也让贫困户看到政府扶贫的决
心。

深挖穷根
树立脱贫信心

王清学是罗县村8组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家6口人，儿子儿媳均为残疾
人，他本人已70多岁了。在通过对精
准扶贫政策的了解后，古稀之年仍发老
骥伏枥之志，主动要求脱贫。后来在工
作组的帮助下，通过养殖摘掉了贫困
帽。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村里广为流
传，成为了贫困户学习的榜样，2017年，
还被评为该村最美家庭。

扶贫，首要的是解决思想上的贫
瘠。要打消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振
奋精神，由被动接受扶贫到主动寻求脱

贫。对此，赤壁市在加大精准扶贫政策
宣传的同时，大力开展乡风文明建设，
挖除贫困户思想上的穷根。在赤壁，每
一个村都有村两委与村民订立的乡规
民约，从思想上积极进取到举止上文明
得体、从家庭中尊老爱幼到邻里间和睦
互助，都定出明确标准，并以标准每年
组织评选最美家庭。通过这一系列工
作的开展，彻底根治贫困户中存在的懒
散、惰性、消极的思想，树立起脱贫致富
的信心。

同时，赤壁市按照抓党建促脱贫的

工作目标，先后从市直单位选派149名
干部任结对帮扶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
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通过全脱产驻村
工作，向贫困户积极宣传扶贫政策，兴
办实事、济困解难。

至今，在扶贫工作组的指导下，赤
壁市148个村，9879户贫困户中，已有
6000余户有能力、愿发展的贫困户，自
主选择了产业适宜、风险可控、收益稳
增的产业项目，自主脱贫，在全市精准
扶贫工作中起到带好头，开好局的作
用，有力促进了脱贫攻坚的胜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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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戮力战贫困
——赤壁市脱贫攻坚侧记

通讯员 张升明 袁俊 余庆

赣浙两省联合考察组来赤壁

交流学习血防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报道：10月25日，赣浙两省组

团到赤壁市交流学习血防工作，湖南省卫计血防系统作为
联防联控区应邀参与。

近年来，赤壁市与毗邻的洪湖市、临湘市、云溪区组建
联防协作机制，在沿江、沿河设立6个防护岗，按照“六同
步”要求在联防联控区开展查螺灭螺，人员免费查病治病，
为渔民发放防蚴灵，为赤壁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400多人
上门免费查病；春秋两季在相关学校开展“小手牵大手”血
防知识教育宣传活动；加强村级卫生院发热病人登记，排查
和走访；强化联防联控措施，控制家畜传染源，大力推广以
机代牛，落实淘汰疫区耕牛工作，血防工作成效显著。

考察团认为，赤壁市血防工作有一套行之高效的管理
运作方式，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可学习复制性，对赣浙两省
血吸虫病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将以此次交流学
习为契机，强化区域横向联系与合作，共同推进消除血吸虫
病的工作目标。

知名医疗大咖齐聚赤壁

研讨肛肠微创治疗术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刘勇玲报道：10月27日，

赤壁市第二届肛肠微创治疗学术会在赤壁第二人民医院召
开。此次会议由咸宁市医学会主办，赤壁市第二人民医院
承办，并得到了咸宁市肛肠专业委员会大力支持。

本次学术会邀请了全国知名医疗大咖前来讲课。当天
活动，首先由武汉市第八人民医院何潜教授讲解RPH痔疮
自动套扎术，是目前痔疮手术治疗疗效最好的治疗方法之
一；接着由广州市暄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口腔科陈水堂教
授为大家带来的牙列不齐对口腔颌面部的影响。

据悉，整个活动内容丰富，贴近临床，指导性强，对进一
步提升该市肛肠专业整体水平和口腔健康新知识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市烟草局驻官塘驿白羊村工作队为该村7组贫
困户王三军实施危房改造。

贫困户在柳山湖小龙虾交易市场务工增加收入。 赵李桥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赤壁史志办

整理再版五部赤壁旧志
本报讯 通讯员聂爱阳、修毅报道：近日，赤壁市史志

办深入全国各地，通过多种渠道，多方搜集考察挖掘，终于
整理完关于赤壁的五部旧志，并通过赤壁档案馆、图书馆、
史志办等多种渠道向市民提供阅读。

这五部赤壁旧志分别是清朝四部（康熙版、乾隆版、道
光版、同治版）及民国时期一部（蒲圻乡土志）。据考证，自
明、清至民国时期（1368-1949）581年间，赤壁共编修了九
部志书，而由于年代久远，明朝四部（宣德版、成化版、嘉靖
版、崇祯版）早已失传。此次，市史志办重新搜集、整理、再
版的清朝及民国时期五部志书耗时五年，以一年一部的速
度推进完成。这些珍贵历史资料的面世，对研究赤壁乃至
鄂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与民风民俗的演变，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赤壁开展大整治

严惩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王玉成报道：10月30日，赤壁市陆水

湖大道车辆分道行驶路段，交警正一边指挥疏导，示意电动
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进入花坛内侧辅道行驶，一边拦截
逆行、争道抢行、违规载人的非机动车辆，对违规车主进行
批评教育并作出相应处罚。

整治行动从10月下旬开始，以“全覆盖、零容忍”为原则，加
大对易发重大交通事故的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驾、
醉驾、毒驾、闯红灯、假牌套牌、无证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的整治力度，严厉查处摩托车、电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强
化货车违法行为整治，旨在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

同时，市交警大队可通过办公楼上的交警指挥大厅，及
时发现主要路口和道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道路拥堵现象、
交通事故，及时发现城区假牌、套牌、未年检的通行车辆，并
通知附近的执勤交警，赶赴现场处置。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余庆报
道：10月30日，从赤壁市住建局传来消
息，今年赤壁市农村危房改造对象第一
批407户已完成综合验收，将于近日对
所有验收合格农户拨付危房改造专项
补助资金共计470余万。

农村危房改造是针对建档立卡贫
因户等4类重点对象，实现中央、省脱贫
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住房
安全有保障的重点工作，政策性强，涉

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

为切实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让
国家惠民政策真正惠及百姓，赤壁市住
建局坚决做到程序不减、步骤不少、标
准不降的原则，进村入户，做好补助对
象认定关。对全市危改的农户身份进
行严格审查，最终认定符合条件的危改
农户750户，补助专项资金共计953万
元，户均达到了16000元。

赤壁农村危房改造第一批专项资金即将拨付

407户农户获补助470余万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丹军报道：

10月26日，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湖北汇
圆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建立的赤壁
市“扶贫培训基地”第一期精准扶贫竹
艺培训班开班。

该竹艺培训班首期培训对象为赤
壁市茶庵岭镇中心坪村、金峰村贫困
户，主要培训竹工艺品的手工制作技
艺。农户经项目基地培训后，湖北汇圆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将初加工原料发包

给培训户在家中完成后续手工制作工
序，再统一上门收货并结款。通过“基
地＋农户”发展模式，突破了地域和时
间限制，灵活就业，使年龄较大、受教育
程度较低、不适合体力劳动的贫困人群
也有机会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尤其是需
要照顾家庭的人群可以二者兼顾。后
期“扶贫培训基地”将对竹林养护、科学
采伐、竹文化、竹产业和竹艺术等方面
内容进行培训，充分挖掘竹产业价值。

赤壁建立扶贫培训基地
第一期竹艺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周敏报道：
10月29日，在乡道益高线新店镇大湖
岭地段，赤壁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公
室工作人员正在对施工的安全护栏防
撞柱的栽植深度和间隔距离进行检查，
以确保安全防护保障工程施工质量。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建设加快发

展，赤壁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2419.54
公里，但部分农村公路路段由于建设标
准低，导致1352公里农村公路仍然存在
安全隐患。对此，该市积极实施农村公
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一方面投入1000
多万元，对全市农村公路路基进行加宽，
按300米的间距设置错车台；另一方面，

在交叉路口、急弯险段、桥涵地段，设置
安全警示、减速板、示警桩等标识标牌，
对路面出现的破碎板病害进行全面处
置，对影响行车安全的病桥、危桥进行改
造维修。同时，委托设计单位，组织专业
人员，对通客车线路、重点急弯陡坡、临
水临崖路段进行重新调查和设计，形成

施工数据库，按计划进行改造。
截至目前，该市已累计完成农村安

防工程建设83.5公里，设置减速板298
米、标志牌76套，增设错车台32个、警
示墩47个；开展了对益高线、嘉泉线、西
杨线等67条线路230.3公里农村公路
安全生命线的防护施工。

赤壁加快“四好农村路”建设

打造脱贫攻坚快速通道

增强国防后备力量

赤壁人武部新营院启用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报道：10月31日，赤壁市人民

武装部新营院正式启用并举行揭牌仪式。
近年来，赤壁市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坚持把国

防后备力量纳入全市发展总体规划，在队伍建设、经费保
障、硬件设施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赤壁市人武部新营院
项目位于赤壁市东风路北段，建地面积约20亩，工程投资
2000余万元。主要包括军事区、生活区和训练区三大部
分。新营院投入使用后，将极大改善市人武部办公、生活环
境，提升军事机关形象，增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能力，提高
民兵预备役军事训练水平。

赤壁出台暂行办法

用好管好市属国企领导人
本报讯 通讯员饶勇、王烨城报道：近日，赤壁市审议通

过《赤壁市市属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的
制定出台填补了该市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制度空白。

治企兴企，必须有一支高素质企业领导人员队伍。《暂
行办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
规定》等文件精神，明确市属企业领导人员的职位设置、任
职条件、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管理监督、退出机制等，对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和国有企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赤壁市将
着力抓好《暂行办法》的广泛宣传和贯彻落实，推动全市国
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人员管理迈上新台阶。

10月29日，赤壁市精准扶贫指挥
部组织专班人员分赴新店镇和车埠两
镇，分别对两镇的110户 402人、109
户 299 人贫困人口进行脱贫抽查验
收。

赤壁市共有贫困村 23 个，截止
2018年10月，尚有6个贫困村和1个深
度贫困村未能出列。为确保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目标，贫困村整体达到‘九有’标准”。

今年以来，该市以责任、政策、工作落实
为主线，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整合各方
资源，做好脱贫攻坚的加减法综合应用
题，全面推进贫困攻坚各项工作的落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