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党支部书记程桔

村民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讯员任建

成报道：“我们将通过规划农家乐、竹筏
漂流和地下溶洞开发项目，把贫困村建
设成为旅游名村，吸引更多城里人前来
休闲度假，让村民长富久富、脱贫不返
贫。”日前，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党支部
书记程桔谈到新年的工作打算时，信心
满满地说。

1990年出生的程桔，是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为了帮助乡亲脱贫致
富奔小康，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2014年，她放弃在广州的高薪工作，回
到大市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程桔坚持以
党建促发展，团结带领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脱贫产业，使全村群众人均年收入
达1.4万元，先后有35户贫困户、106
人实现脱贫摘帽，成为实施精准扶贫
后，全市首批脱贫出列村。

程桔上任时的大市村，全村355
户、1700多人，人口虽不多，但却有近
500名青壮劳力常年在外务工，大部分
村民的田地撂荒，村集体经济空白，是
远近闻名的“空心村”。

“要改变家乡的面貌，一要资金，二
靠人才。”程桔上任后，结合实际谋划起
大市村“基础设施、产业、旅游”三步走
的发展蓝图。对从县、市有关部门争取
到的项目资金，全部用来整治河道、刷
黑路面，兴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以及

建设 60千瓦的光伏发电基地，改造
150亩绿色茶园，发展300亩小龙虾养
殖等，用产业撑起脱贫之路，不仅解决
了村民出行难问题，而且通过户户改
厨、改厕，使牲畜乱跑、粪土乱堆、柴草
乱垛、垃圾乱倒、污水乱流的“五乱”现
象得到有效治理。

“是程桔的诚意感动了我、成就了
我。”该村在深圳市创业有成的经营业
主丁伟明，提起自己把设备和技术带
回大市，成为年创产值近500万元的
创业经历时，心中充满感慨。“当初回

村为工厂选址时，程桔不仅陪着跑遍
了大市的沟沟坎坎,还因生产需要须
新增一台工业用电变压器时，亲自到
县里跑了3个月，终于用诚意感动有
关部门特事特办，按时为企业安装了
专用变压器。”

程桔就是这样，以“群众的事当作
自己的事来办”的工作热情，坚持把人
民群众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忘
我工作，积极作为，用诚意感动每一个
部门、每一名群众，凝聚起共同推动乡
村振兴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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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受高空槽东移影响，阴雨天气维持，气温较低。具体预报如下：15日：小雨，偏北风2～3级，3～5℃；16日：小雨，偏北风2～3级，3～5℃；17日：小雨，偏北风1～2级，2～5℃。今日相对湿度：90～100%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见习记者阮泽
华、通讯员李炯报道：14日上
午，咸宁高新区召开会议，部署
2019年工作。市委常委、咸宁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出席
会议并讲话。

杨良锋指出，新的一年，高
新区全体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
我，奉献必定有我”的奉献精神
服务高新区经济发展；要自觉对
标先进，创新进取，追求卓越。

杨良锋强调，要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简化审批流程，服
务企业发展；要加快金融新港、

智能机电产业集群等重点项目
建设；围绕“一部车”、“一瓶水”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要着力化
解矛盾，维护大局和谐稳定，为
全市经济发展起示范带头作
用。横沟桥镇要克服人少事
多、点多面广的问题，围绕建好

“一座城——横沟科学城”、“一
个区——杨畈农高区”、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征地拆
迁，确保党建、意识形态工作上
台阶、出经验。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福卿
主持会议。

咸宁高新区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我家种植的湘莲都已经包装好
了，现在快过年了，成了走亲访友的
抢手货。”1月29日，赤壁市黄盖湖镇
大湾村村民夏翠红逢人就夸：“我能
种植这么好的湘莲，送进加工厂，还
得感谢镇政府帮我解决了贷款。”

就在当天，黄盖湖镇分管扶贫的
工作人员，为夏翠红又办理了2019
年扶贫贷款10万元，让她激动不已。

夏翠红告诉记者：“说实话，几年
前我家本不贫困，是一场车祸，使我
的家庭一夜致贫。”

原来，2000年元旦，夏翠红丈夫
不幸遭遇车祸，住院治疗花费了高额

的医疗费。偏偏在这个时候，她的公
公被查出患有高血压、风湿等疾病，
婆婆患有糖尿病，常常需要吃药、住
院……从此，她家年年入不敷出。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夏翠红先后
到西安餐厅里当过服务员，到深圳摆
过烧烤摊，到洪湖市区开过小餐馆。
这些年，她带着丈夫四处奔波，一边
治疗，一边打工赚钱。

2016年，精准扶贫工作队来到她
家，了解具体情况后，结合实际，建议
夏翠红利用自家的70多亩田地进行
虾莲套养。这样既不用外出奔波，又
可以照顾到家里，是一条脱贫致富的

好路子。
说干就干。2016年，在镇政府的

帮助下，夏翠红获得了第一批10万元
扶贫贷款，开始在自己的田地里实施
虾莲套养。刚开始，当地人看到夏翠
红种植湘莲都感到很稀奇，并不看好
她。

“黄盖湖的水土很适合种植湘
莲。”夏翠红说，农业专家的技术分
析、跟踪服务，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当年就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大家没
想到这是黄盖湖的优势产业，它的经
济效益远远高于种水稻。

不仅如此，为提升湘莲的价值，

黄盖湖镇分管扶贫的工作人员，还专
门为夏翠红找到了加工厂合作，定制
包装出售。

去年，夏翠红种的湘莲丰收了，
产量达2万多斤，按当时市价13元一
斤，毛收入达26万元，除去开支，净赚
20万元。加上家里的龙虾，湘莲套养
等收入4万元，这一年收入达到了24
万元。

摆脱了贫困，夏翠红的致富方法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她也大方地
向周边百姓传授经验。去年，她指导
了20多户贫困户种植湘莲3000多
亩。

赤壁市黄盖湖镇脱贫户夏翠红

种植湘莲过上好日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廖媛媛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感谢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儿子重获新
生。”1月31日，通城县关刀镇棋盘村
6组丁昌保老人感激道。

丁昌保的儿子2017年11月查出
患尿毒症，2018年10月进行肾移植手
术。在精准扶贫医疗救助政策的帮扶
下，他最终花费的住院治疗费用不超过
5000元，大大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据 了 解 ，2018 年 该 县 共 有
729058人次参加社会保险，国库统计
征收社会保险费用27918万元。全
年累计争取上级补助资金30849万
元，有效缓解了该县社会保障资金支
付的压力。

据通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宋旺龙介绍，该县2018年发放各
项社会保险待遇88871万元，社会化发

放率保持100%，基金当年结余6657
万元，基金滚存结余74936万元。

特别是在健康扶贫方面，该县从
2018年7月1日起，实行贫困人口“四
位一体”医疗报销政策。截至11月
30 日，该县精准扶贫住院报销27756
人次，报销金额12516万元。同时，
该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人员的养老、
医疗保险实现了应保尽保，参合率

100%，贫困人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住院起付标准降低至5000元。

“为了确保医保资金真正用在买
药上，在贫困人员慢性病标准提高到
5000元后，医保部门把慢性病售药点
全部定在医疗机构，严把城乡居民慢
性病领药‘出口关’，全年节约1378万
元。”通城县医疗保险局局长丁来龙
介绍。

充分发挥社保扶贫作用

通城8亿社保资金惠群众

暖心！一列车破例停靠咸宁5分钟
咸宁火车站紧急协助救治急病旅客

本报讯 记者陈红菊、通讯员陈东方
报道：14日，咸宁火车站，一趟原本不在该
站停靠的列车，破例停了下来，紧急救助一
名突然发病的旅客。

当天上午9时56分，咸宁火车站客运
值班室工作人员黄德勤接到铁路运转值
班客调通知，在广州东开往洛阳的K4582
次临客列车上，有一名中老年旅客突然出
现身体不适，有严重的头晕，无法站立，情
况危急。该趟列车已驶向咸宁，将在原本
不停车的咸宁站停靠，请做好一切准备工
作。

随后，黄德勤立即电话联系咸安区
120急救中心，并向咸宁火车站相关负责
人汇报情况。

10时14分，咸安区120急救中心救护
车和医护人员赶到咸宁火车站，进入站台
等候列车进站。

10 时 18 分，K4582 次列车顺利停
靠。咸宁火车站工作人员迅速与列车工作
人员对接，让120救护车开到患病旅客所
在车厢位置。列车工作人员也正好搀扶着
患病旅客挪到了车厢门口。

记者在现场看到，患病旅客脸色发
青，嘴唇发乌，神情痛苦，腿脚明显无
力。

10时23分，该患病旅客上了救护车，
被送往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K4582
次列车也驶离咸宁火车站。

据了解，春运期间，咸宁火车站已实施
8起紧急救助，都是接到调令后立即联系
120急救车，力保在列车进站前救护车能
到达现场，为患病旅客赢得宝贵的救治时
间。

我市落实拥军优属政策

为6.8万户悬挂光荣牌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骆传勇报道：13日，全市烈
军属、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
荣牌启动仪式在潜山广场举
行。副市长、市公安局长肖天
树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肖天树要求，各地各部门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领会
悬挂光荣牌的重大意义,全力
以赴做好悬挂光荣牌工作,让
广大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要加强悬挂光荣牌工作的组织

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确保
悬挂对象全覆盖。要把悬挂光
荣牌与走访慰问、帮扶解困结
合起来，密切与烈属、军属和退
役军人的联系，加强服务保障，
积极宣传党和国家拥军优属政
策,挖掘英雄事迹,讲好军人军
属故事,为新时代汇聚磅礴力
量。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统计
在册军烈属、退役军人等家庭
约6.8万户，即日起至3月底完
成光荣牌悬挂工作。

（上接第一版）要着力化解风险，坚持问题导向，通盘考虑，既统筹防
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党的建设等各领域重大风险,又要结
合各自实际认真分析研判本地本部门可能存在的问题。要提高风
险化解能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
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能力，加快建立健全各种机制，筑牢防范风险的“防火墙”。

丁小强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高新时代党的建设质量
和水平。要压实责任，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从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真正种好“责任田”。要密切配
合，强化全市“一盘棋、一股劲”的意识，打造资源共享、难题共解的
工作格局。要加强督办，对已经部署的工作要定期进行督办，及时
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蒋星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
良胜，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市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杨良锋，市政协副主席徐仕新出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4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外贸
进出口工作座谈会，分析我市
外贸发展形势，相互交流经验
做法，共商应对之道和发展之
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
开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何开文要求，要实行目标
管理，巩固存量，拓展增量；要
加大改革支持力度，宣传政策、
吃透政策、落实政策、用足政
策，扶持企业发展；要加大服务
促进力度，开展调研走访，召开
外贸联席会议，为进出口通关

便利化提供有利条件，行政型
的服务要达到与周边地区无差
异，努力创造良好的外贸发展
软环境；要挖掘潜力，通过有效
的服务不断寻找企业出口增长
点；要强化招商引资，积极做大
做强市场主体。

何开文要求，全市各地各
相关部门和企业要迎难而上，
把不利变有利，把挑战当机遇，
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坚定必胜信心，确保完成全市
进出口目标任务，推动咸宁外
贸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市外贸进出口工作座谈会要求

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4日上午，我市召开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入户登记工作现
场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
导小组组长何开文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调研
了咸安区关埠桥镇关埠社区
入户登记工作开展情况，考察
了咸安开发区汇美达工贸经
营情况。会上，传达了省委、
市委有关经济普查的重要批
示精神；通报了全市当前经济
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工
作。

何开文指出，经济普查工
作到了最为关键的阶段，各级
普查机构要抢抓进度，务必凝
心聚力，乘势而上，努力巩固已
经形成的工作基础和良好态
势，切实打好普查登记攻坚
战。要狠抓落实，坚持任务目
标不放松抓到底，强化普查员
和指导员的培训，严把数据录
入质量审核关，相互借鉴行之
有效的好方法。

何开文强调，质量问题是
高压线，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
工作部署，做到普查的每一项
工作都有人抓、有人做、有人落
实，做到应统尽统、不重不漏，
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入户登记工作现场会要求

抢抓进度 保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