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值寒冬，在崇阳县路口镇厢所村依旧能看到市

卫计委驻村工作队员忙碌工作、入户走访的身影。他

们或是宣传扶贫政策，或是调查贫困户信息，或是为鼓

励贫困户发展养殖产业，挨家挨户统计情况，或是帮助

贫困户销售猪牛肉……

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市卫计委派驻厢所村

工作队一行三人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挖穷根、

为治穷病，他们用真情温暖人心，以实干赢得肯定，谱

写了一曲干群齐心，决战脱贫的赞歌。

C
生产＋生活

推进“幸福扶贫”

B
用心＋用情

打造“温暖扶贫”

A
人力＋物力

构筑“坚强扶贫”
为加快脱贫步伐，市卫计系统多次召开精准扶

贫工作部署会，研究部署阶段性的工作方案，适时
调整政策，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

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华平高度重视精准
扶贫工作，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每季度多次赴厢所村进行调研，在现场办公，对
驻村扶贫工作进行指导部署。分管领导、市卫计委
副主任廖晓玲每月赴厢所村了解精准扶贫工作情
况，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落实。

在资金方面，今年争取各级财政资金共计200
余万元，市直卫计系统各相关单位筹措资金57.4
万元，红十字会3万余元。有了资金保障，该村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贫困户慰问等各项工作得
以顺利开展。

同时，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市卫计委充分
发挥“人”这一主动因素，按照“抽硬人，硬抽人”的
原则，严把选派关，着力打好驻村工作队员选派“组
合拳”。目前，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由副县级领导、
市爱卫办主任李治辉担任，队员为市疾控中心科级
干部李华民和市卫计委选调生王汕。在派驻干部
思想、作风、能力等方面，市卫计委均提出了严格要
求，杜绝一派了之、滥竽充数的现象，形成了强力帮
扶态势。

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扬了克服困难、轻伤不下火
线的坚守品质。李治辉年纪大，患有高血糖、高血
脂、骨质增生等多种慢性病，但在工作中却和年轻
人一样，不分昼夜。有时候原本每周“五天四夜”的
驻村要求因加班往往变成了连续半个月驻村，即便
如此，工作亦丝毫没有懈怠。李华民在工作期间因
患急性阑尾炎，紧急住院1周后放弃了手术治疗，
为了不耽误工作提前出院回村上班。李华民扎实
的工作作风和优异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市扶贫办的
肯定，被评为“2018年优秀驻村工作队员”。王汕
作为选调生，于去年7月入职，在党校参加完入职
培训后直接带着行李来到了厢所村，很快便适应了
环境和工作状态，因家不在本市，很多时候周末也
在村里，以备突发工作任务需要。

不注重宣传，不注意工作的方式
方法，很容易“好心办坏事”，从而导
致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各项工作举
步维艰。驻村工作队在开展工作的
同时非常注重宣传工作，只有用心讲
解、用情说理，方能获得群众的支持
配合。江唐郭1－3组公路，道路泥
泞，进出极不方便，群众经常到政府
上访，但真到修路的时候，另有部分
群众却因历史遗留问题对修路工作
进行阻挠。市卫计委驻村工作队多
次深入群众家中，并借助开展夜访夜
谈夜会活动进行沟通协调，最终获得
了群众的理解，目前，江唐郭1－3组
公路已投入建设。

为达到宣传效果，市卫计委驻村
工作队多次入户走访，为贫困户发放
宣传资料，开展“三新”宣讲活动，并
组织市直卫计系统各相关单位的79
名帮扶干部，深入贫困户家中，自带
菜品亲自下厨，和贫困户共吃连心
饭，共商发展计。此项活动更进一步
拉近了帮扶干部和贫困户之间的距
离，得到了贫困户的充分肯定。

驻村工作队多次开展慰问活动，
并将慰问活动常态化。除了常规的
节日慰问、三留守人员慰问，工作队
亦开展给予特困户的临时性慰问，
真正做到“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此外，针对本村贫困户致贫原因以

因病为主这一情况，市卫计委借助
自身优势资源，多次开展大型义诊
活动，送医送药下乡，得到了村民的
普遍好评和认可。

此外，驻村工作队通过加强入
户走访，摸清贫困户最新基本情
况。户台账按上级要求更新了扶贫
手册以及其他政策享受类材料，整
理出每位贫困户2014-2018年所享
受的所有政策，并印制成政策明白
卡贴在贫困户家中，提高了贫困户
对自己所享受政策的知晓率。目
前，厢所村的台账资料已被崇阳县
扶贫办作为模板，印制成册后供全
县各村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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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
咸宁市卫生计生委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道：小博是家
中的独孙，爷爷奶奶尤为疼爱，只要小博
想吃什么他们立马就会买，孩子因此养成
了只吃零食不吃饭的毛病。这让小博的
妈妈很烦恼，考虑到孩子体重已经过重，
她为此请教了专业的儿童营养师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

营养师解释说，我们说的零食不好多
数是一些我们自己认为不好的一部分零
食，而不是所有的零食。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正确选择零食，合理安排在一日三餐
中间，不但对孩子身体没有害处，相反还
有好处。

零食主要分为含糖类、膨化类、肉
干类、果冻类、干果类、水果类等。从
零食的分类看，应该选择比如水果、酸

奶、干果、肉干等高营养的食品，其次
是面包和饼干一类零食，尽量少选择
薯片、果冻等相对营养价值低的食品，
最好不要选择巧克力、糖果等高糖类
食品。

对于吃零食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
正确的时间吃零食，可以补充营养，吃不
对的话，则会造成孩子正餐的饮食减少，
会造成孩子不好的饮食习惯。

上午9-10点，下午3-4点，是补充
零食最好的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距离正
餐一般还有2-3个小时，孩子代谢比较
快，如果适量的补充些健康的、营养的零
食，既可以预防孩子饿，又可以增加孩子
营养，最主要的是，不会影响一日三餐的
正常用量。

如何让孩子正确吃零食？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水果加

热吃，水果煮着吃。冬天应该如何科学
吃水果呢？”近日，居民刘女士来到花坛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食用煮熟了的水果有润燥、通便、促
进消化之类等保健作用，与生水果差别不
会太大。冬季，建议吃水果的时候可以用
热水烫一下，或者也可以做成粥类食物，
可以做苹果汤、雪梨汤、水果粥等。

冬季吃水果有哪些忌讳？忌饭后立

即吃水果:饭后立即吃水果，会造成胀气
和便秘。吃水果宜在饭后2小时或饭前
1小时；忌不漱口：有些水果含有多种发
酵糖类物质，对牙齿有较强的腐蚀性，食
用后若不漱口，口腔中的水果残渣易造
成龋齿；过量食用水果会使人体缺铜，从
而导致血液中胆固醇增高。

吃水果的时间一般在两次正餐中间
(如上午10点或下午3点)或睡前一小时
吃，这可以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的碳水
化合物而使胰腺负担过重。

吃水果的数量应根据水果对血糖的
影响，每天可食用200克左右的水果，同
时应减少半两(25克)的主食，以使每日摄
入的总热量保持不变。冬季首选水果
是：橙子、山楂、冬枣、甘蔗、柚子等。

冬季如何科学吃水果？

一岗一职一作为，是基层党委对基层干部的最基
本要求和愿望。但是，有些极少数基层干部却是在其
岗不谋事、不想事、不办事，总以我不会、我不能、我有
特殊情况敷衍和搪塞工作，久而久之形成了惰性。他
们不以干不好工作为耻，而是以发牢骚，说怪话，偷奸
耍滑为荣。长此以往，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不但得不到
提高，还严重地制约着整个基层干部素质的提升。如
何让基层干部想作为，要作为，有作为，结合工作实
际，本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一、规范干部管理，用激励机制激发和调动基层
干部去想作为。

管理不能停留在纸上，规范的科学管理，有助于
激发和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一是管理不能
因特殊人，特殊事而区别对待。一视同仁，不因人因
事的特殊性而放宽管理标准和尺度。在管理过程中，
如果弱化管理，区别对待，就会削弱和销蚀基层党委
的威信，滋生基层干部的散漫和任性，长此以往，极少
数层干部就会滋生出我行我素，游离管理之外的意
识。二是提高管理艺术，让管理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管理不能死搬硬套，也不能弹性管理。抓管理工作
时，应讲究管理艺术，规范管理流程，在充分体现管理
强制性的同时，还要充分展现出管理的人性化。管理
合情合理，方法得当，语气温和，态度和蔼，管理公正，

干部就能自然而然融入管理。三是管理工作全覆盖，
不留死角。要经常对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和督促，发现
漏洞和不足应及时修正和完善。管理工作必须制度
化，经常化、规范化。管理不能一曝十寒，不能墨守成
规，不能生搬硬套，管理是艺术的体现，是制度规范化
的贯彻。

二、营造竞争氛围，用末位待岗的管理机制促基
层干部有作为。

激活和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努力营造竞争向
上的氛围，激励和鞭策基层干部，让基层干部真正体
会到干好干坏一样。一是让良性竞争持续发展，让慵
懒散没有市场。如果让歪风邪气影响和侵扰基层，基
层单位就会出现正气不足，邪气上升。基层干部就不
能潜心做好事，认真做好工作，心事就不能全部放在
工作之上。要想单位出风清气正，就是要良性竞争，
就是要科学管理，就是要让慵懒散的干部没有市场，
没有生存的空间和土壤。二是坚持以岗定人，严禁以
人定岗。每个岗位的设置，不是根据某个人而设，理
应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工作需要设置。以人设岗，是行
政腐败，是以权谋私，将会弱化干部的凝聚力，严重制
约整个干部队伍素质的提升。三是实职末位劝诫谈
话，激励干部干好本职工作。工作优秀的干部，大力
表彰；工作疲软，毫无起色的干部，要实施帮助教育。

每年测评出来的末名干部，党委要认真找其劝诫谈
话，帮助他找出问题症结，鞭策和激励后进干部，让他
迎头赶上。

三、发挥标杆作用，用先进的力量推动和促进基
层干部要作为。

先进作标杆，先进促后进，努力营造“比学赶帮，
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一是让基层优秀干部作示范
引导。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和鞭策干部，让干
部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只要发奋努力，自己也能成
为榜样，成为标杆。二是充分发挥正能量的作用。大
力宏扬正气，歪风邪气无处藏身。工作干得好的，得
到提拔征用，那些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
干部没有市场。要作为，谋作为的干部便会越来越
多。三是让基层干部明白有为才有位。让会干事、能
干事，干好事的干部处要职。不仅能激发一大批优秀
的基层干部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干好自己份内的工
作，还能极大限度地调动和影响一大批优秀干部，使
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争取更好的成绩。

(贺卫林)

基层干部要树立作为意识

蒲圻办事处

减资公告
湖北三六重工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12027510444427）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5500万元减至人民币3300万
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
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三六重工有限公司

2019年1月4日

遗失声明
咸宁市环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21200790579183，特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直属营销服务

部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200172320，发票号码：
17628620-17628624，特声明作废。

湖北鑫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12005882324424，特声明作废。

咸宁祥茂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皮宏伟遗失通城县宾宏高新建材厂税务U盘一个，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21222MA4D8BGL3R，特声明作废。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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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官埠桥镇为新婚夫妇

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邵文菲报道:2018年12月17日，咸安

区官埠桥镇泉湖村计生专干余艳响应政策，带领本村10对
新婚夫妇到咸安区妇幼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本次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体格检查、妇科检查、血常规、
尿常规、血型、血糖、梅毒螺旋体抗体初筛等。检查过程中，
区妇幼工作人员向符合条件的年轻夫妇发放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宣传单，让准备怀孕的夫妇及早获得优生优育知
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是一项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改
善民生的工程，有利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缺陷发生风
险。

据了解，为做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使准备怀
孕的夫妇充分了解双方身体健康状况，接受较为全面的健
康指导，咸安区官埠桥镇计生办与区妇幼取得联系，组织本
镇新婚夫妇到区妇幼进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并通过宣传
标语和线上宣传，向全镇新婚夫妻宣传解读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的现实意义，调动其主动检查的积极性。

截至目前，官埠桥镇共有306对夫妻进行了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

我市康复疼痛专科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讯员徐铭怿报道：2018年12月

15日，由市卫计委批复，咸宁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
科牵头举办的“咸宁市康复疼痛专科联盟”正式成立，共有
来自全市35家联盟成员单位参加了此次康复专科联盟的
成立大会。

据介绍，建立“咸宁市康复疼痛专科联盟”，旨在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
见》、《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精
神，提高功能障碍及疼痛等慢性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水
平，探索慢性疾病分级诊疗模式，推进康复医学科、疼痛科
及针灸理疗科的规范建设。

咸宁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联盟将本着合作共
赢、同享未来的宗旨，充分发展学科优势，围绕功能障碍及
疼痛等慢性病预防、诊疗、人才培养、学科规范性建设及临
床研究，加强学科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康复事业的快速健
康发展。

为了“厢”亲们的笑容
——市卫计委驻厢所村帮扶工作纪实

通讯员 余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
基础。市卫计委帮扶的目标不仅是
当前脱贫，而是全村能有稳定向好的
集体经济收入，村民人均收入普遍提
高。驻村工作队推进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使得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
到10余万元。油茶基地经过除草、
施肥、补苗，进一步加强管理，待产生
收益时也能成为一笔稳定的村集体
经济来源。目前厢所村正与正大集
团合作建设无害化养猪基地，现已完
成建设选址，预计今年将建成。工作
队大力扶持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养
猪、养牛、油茶、药材等产业，增加贫

困户收入，待厢所村各产业逐步发展
并形成规模以后，厢所村将真正实现
从脱贫到致富的跨越。

厢所村以农业经济为主，考虑到
农作物施肥的问题，很多村民习惯了
使用旱厕。在厕所革命初期，驻村工
作队深刻意识到，改厕虽易，但转变
村民思想、改变村民传统生活观念太
难。驻村工作队前期通过张贴宣传
海报，发放宣传单，做了大量宣传工
作，市卫计委继而增加5万元对每户
自己挖坑的村民给予300元的补助，
尽量让村民在厕所改造过程中少花
钱甚至不花钱。在大力推进下，厢所

村完成了153户厕所改造目标，并在
全县率先完成了此项工作。厕所革
命的完成，标志着厢所村乡村文明建
设已经开始。

在厕所革命完成的基础上，驻村工
作队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投入近
100万元对9组旧猪圈拆除，修建停车
场、小公园、竹篱笆，对房屋外墙刷白。
全村发放150个垃圾桶，修建14个垃
圾池，安排14个村级保洁员，并在每组
配备一个垃圾车，对河道、路边垃圾进
行清理，一改原先脏乱差的环境。目
前，厢所村的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
升，村民生活的幸福感也显著增强。

通城县人民医院

顺利接生三胞胎兄弟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2018年12月14日上午

9时41分，怀孕36周的吴女士在通城县人民医院经剖腹产
相继生下三个宝宝。三胞胎男婴分别重2100克、1950克
和1500克，出生时哭声响亮，脏器和四肢都发育正常。

住在产科37床的吴女士，27岁，通城县四庄乡人，于
去年12月12日到该院待产。入院诊断为“三胞胎（单绒三
羊）、横位”。产科的医务人员对此高度重视，制订了周密的
治疗计划及方案，于去年12月14日上午行剖腹产手术，并
由产科副主任吴娟亲自主刀实施手术。手术过程相当顺
利，自当天9时41分始，三胞胎兄弟出生后全身皮肤呈健
康的粉红色，四肢活动良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

该产妇属于自然怀孕单卵三胎，且同为男性，较为少
见，在该院产科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下，目前产妇身体恢复
良好。

市妇幼

连续7年为残疾儿童免费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陈先姬、张筱竹报道：“儿童保健中心

自2011年开始，连续7年为聋儿进行免费体检。”近日，市
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主任李红艳，携带一面“恩重如山，
爱心助残”的锦旗来到市妇幼，送给该院儿保科的医务人
员，感谢她们多年来为残疾儿童的健康保驾护航。

据了解，7年来，该院医务人员每年都会为残疾儿童免
费体检，还给家长们科普健康知识，解答儿童生长发育及
喂养方面的疑问。

近年来，该院多次开展科普讲座、义诊、免费体检等活
动，体现了“关爱妇幼、真爱护航”和“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
健康服务”的医院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