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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真情暖社区

438.05 万元！

赤壁重奖科技创新单位个人

—— 蒲纺工业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掠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张升明 马翱 赵昌石

通讯员

他们，汇聚起点点爱心，奉献出缕缕真情，为留守儿童、贫困学子、孤寡老人以及每一个社区居民，筑起爱心
小屋、竖起理想信念，
共享和谐、进取、文明、平安的社区环境。他们就是蒲纺工业园区
“新联会”
。
在赤壁市“新联会”组织的带领下，蒲纺工业园区现有各类组织 20 余个，他们以公益活动为载体，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为依托，广泛开展公益活动，
用爱心和真情温暖人心。

义务巡逻保平安

奉献爱心铸和谐

坚守信念促发展

“有事就拨 110。”这是老百姓嘴里常说的一句
话。如今在赤壁市蒲纺工业园区桂花树社区黄荊岭
小区也活跃着一支特殊的“110”队伍：蒲纺工业园区
“书记巡逻队”。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71 岁，最小的 58
岁。
68 岁的饶友发是这支“110”队伍的队长。他介绍
说：企业改制后，社区流动人员多了，小区经常出现居
民财物被盗现象。于是，社区里退休的支书们经过商
议，一支全由党支部书记组成的“书记巡逻队”成立
了。
这支“书记巡逻队”活跃在小区，以自己微薄之
力，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他们一周工作 7 天，配备红
袖章、拿着喊话筒，巡逻在小区的各个角落。
“我们都一把年纪了，要像年轻的巡防队员一样
抓贼，还真不现实，但震慑作用还是不小。”饶友发说，
他们在巡逻时，好多次看到个别形迹可疑的人，探头
探脑地在小区楼梯内张望，
被发现后悄悄溜走了。还有
一些马大哈的居民，
经常人出门了，
钥匙还插在门上；
或
人不在家，
屋子大门却敞开着。这时，
路经此处的巡逻队
就留个队员在门口守着，
等屋子的主人回来。
如今，巡逻队已成为小区里的一道特别的风景。
他们虽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但凭着一股热情，一片
真情，把群众的困难、小区的治安、邻里的矛盾都放在
心上，为社区稳定与和谐担负起重要的职责，深得群
众的赞扬和信任。

“你们街坊关系真好，亲如一家啊！”在赤壁市蒲
纺医院，看到街坊们轮流前来照顾孔婆婆，同住一间
病房的病人由衷地羡慕道。
今年 65 岁的孔婆婆，是原蒲圻纺织厂退休工
人。其老伴前些年去世，儿子媳妇又远在厦门工作，
家里就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生活多有不便。前几
天，孔婆婆在自家楼下突发急病晕倒，被邻居姜翠珍
看到后，及时拨打 120，把孔婆婆送到医院抢救。在
场的 20 多个街坊也自发地你 10 元、她 20 元地凑钱
给孔婆婆买营养品……孔婆婆的家事成了大家自己
的事。
蒲纺工业园区有 6000 多户独生子女家庭。蒲
纺集团改制后,独生子女大多外出务工,留下年老体
弱的父母在家生活,遇到生活不便,他们只有通过社
区、社工为其代办服务,更不幸的是有部分失独失残
家庭,生活更为艰难。在此情况下,蒲纺"新联会"组
织开展认领亲人活动,给失独家庭予以亲情关照。
与此同时，根据生活中的突发情况，蒲纺新联会
还积极组织活动，为居民排忧解难。如每年金秋都
要举办“金秋助学”活动，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顺利
完成学业；每逢节假日，组织居民在一起开展百家宴
聚会，让孤独一人在家的老人们感受到家庭的温
暖。针对社区留守儿童，园区志愿者也成立了“爱心
妈妈”志愿服务队，给予孩子们父母般的真爱，让孩
子们童年的天真尽情绽放。

近日，一篇《一位硕士社工的无悔追求》让蒲纺工业园
区的居民们知道了一位硕士毕业的社区书记助理。而这
篇文章，是赤壁市老年学会蒲纺工业园区桂花树社区分会
创办的《桂花飘香》报上刊登出来的。广大党员群众说：
《桂花飘香》虽然是一份小报，但却是我们居民政治文化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
抒发了我们对党的爱恋。
《桂花飘香》已出版五年，是由原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
过的王生和同志主编的简报。它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介绍桂花树社区的工作部署，弘扬社区居民的模范
进取精神主旨，为广大居民搭建了一个政治生活和文化生
活的平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媒介作用。
几年来，蒲纺老年学会组织会员开展研讨活动，向中
国老年学会和老年医学学会撰写论文 40 余篇，获全国性优
秀论文达 20 余篇。
现年 82 岁的王生和老人说，要把《桂花飘香》办成新
时代文明实践宣传阵地，更加贴近居民生活，贴近社区
实际。
坚守舆论阵地的同时，各小区更是以丰富多彩的活
动，筑起广大居民的理想信念之盾。前不久，园区巾帼志
愿者们怀着饱满的激情以小合唱的形式，唱响《我们走在
大路上》、
《我的中国心》、
《党啊，亲爱的妈妈》及《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歌，激励着广大社区巾帼女性
用实际行动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大家用最真诚的歌
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坚定了凝聚建设和谐蒲
纺、共筑伟大中国梦的奋进力量和决心。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陈玲报道：湖北康华智慧物流园
发展有限公司获得奖金 60 万元、赤壁颐居美丽乡村科技有
限公司获得奖金 30 万元、湖北赛因化工有限公司获得奖金
15 万元……
3 月 9 日，赤壁市政府九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对
2018 年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省（市）级平台、高新
技术产品、专利、成果转化等科技创新项目进行表彰奖励，
奖励资金共计 438.05 万元，
创历史最高水平。
近年来，赤壁市着力优化科技创新环境，营造创新氛
围，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支持鼓
励科技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文件，有
力推动了该市科技创新发展，科技创新工作不断攀上新台
阶。
2018 年，赤壁市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1 家、成功认定
国家、省、咸宁市级创新平台企业 12 个、新认定高新技术产
品企业 13 个，引进成果转化项目 15 个、授权专利企业 30
家企业和个人 6 项发明 130 项新型、发明专利进入实质审
查 1 家、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业 1 家、省级科技成果
登记 9 个、省级科普示范基地 1 家、咸宁农业示范基地 8
家。据统计，自赤壁市 2013 年实施科技创新奖励以来，共
兑现落实科技创新奖励资金 1110 余万元。

新春添绿

赤壁义务植树忙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张徐良报道：3 月 11 日上午，
2019 年赤壁市义务植树活动在三国大道蒲圻办事处金潭
村举行，
共有干部群众 300 余人参加。
植树现场，广大干部群众个个干劲十足，扶直树苗，细
心填土，将土踩实，各个环节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进行，一
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经过紧张劳动，连片的树苗整整
齐齐、迎风挺立。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栽植 2-3 年生、地径
3-4cm 果树及花卉 2400 株。
近年来，该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每年抢抓春季好时机，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今
年 全 市 已 完 成 精 准 灭 荒 6000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4.22%。下一步，该市将进一步强化管护责任体系，落实
好造林地的后期管理，扎实推进全域复绿取得新成效。

提升质量效率

赤壁培训招标采购主体
本报讯 通讯员魏渊、杜承前报道：近日，赤壁市落实
招标采购主体责任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部分市直
单位分管同志、各乡镇（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围绕招投标领域发生的典型案例，对违
规拆包、未招先建等突出问题及防范招投标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详细分析讲解，研讨交流。为提高培训实效，本次培训
还安排了现场测试环节，推进学员以考促学，以学促用，进
一步巩固提升参训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规矩意识。
据悉，本次培训旨在强化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明晰
权责归属，规范招标采购人在招标采购活动中的行为，提
升招标采购工作质量和效率，为赤壁市高质量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楠竹撬开
大市场
3 月 12 日，赤壁市高新区湖北汇圆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赶
制订单。
该公司主要以楠竹加工生产竹制冰
激凌棒，雪糕勺、酸奶勺、旋切高压竹餐
盘、食品餐饮服务行业配套产品等。生
产的竹制产品不仅环保，更以高端的工
艺技术获得了国际市场的青睐，竹制冰
激凌棒远销瑞士等国。公司还积极响应
精准扶贫政策，带动了不少乡镇劳动力
就业。
通讯员 聂爱阳 摄

赤壁住建局

督查农村危房改造

让稚嫩童心

怀撑天大爱

赤壁阳光幼儿园演绎人间真情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报道：3 月 12
日，在赤壁市阳光幼儿园，一场由家长带
领孩子，为重病患儿捐款的活动，不仅赋
予了天真童心满满的爱，更诠释着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人间真情。
新学期伊始，阳光幼儿园小三班 4 岁
的谢羽菡小朋友, 带着天真烂漫回到校
园。可就在 3 月 2 日，因反复高烧咳嗽，
辗转多家医院后，在武汉同济医院谢羽菡

查 出 患 有 嗜 血 细 胞 综 合 征 、脓 毒 症 、
MODS、肺出血等诸多疾病。由于病情
危重，谢羽菡一直在重症监护室依靠持续
呼吸机辅助呼吸，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谢羽菡家住赤壁市中伙铺镇李家港
村十三组，对于家庭经济本就不宽裕的普
通农户，女儿突然重病，高额医疗费让这
个家庭捉襟见肘。
获此不幸消息后，阳光幼儿园立即倡

激发学习正能量
通讯员
“‘学习强国’里什么都有，可以浏览时
政要闻、知晓国家大事，掌握知识重点，还
能看《流浪地球》
《地道战》等新老电影。”时
下，上强国、学知识、知时事、看视频、表观
点、晒“积分”、比学习成了赤壁市税务局广
大干部的新习惯和新风尚。
自学习平台上线以来，赤壁市税务局
高度重视“学习强国”平台的推广应用，充
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以党支
部为单位，专门安排人员现场操作教学，介

但敏
绍下载安装流程、使用方式等，做好软件使
用推广。该局干部全员踊跃参与，
掀起了一
股注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坚持每天学
习的热潮。党员干部纷纷在党建群中亮出
各自的学习硕果，
在全局引领了一波学习新
潮流，
呈现出比学赶超的良好势头。
目前，该局实名注册的 14 个基层党组
织 313 名党员，正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加强理论学习，交流学习经验，关注全
国两会，
了解两会最新动态。

导全体教职员工为谢羽菡小朋友进行捐
款。12 日下午放学，当教职员工为孩子
捐款时，刚好被前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们
看到。家长立即带着自己的孩子踊跃捐
赠。一双双小手接过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手里的善款，轻轻放进募捐箱，并用稚嫩
的声音说：谢羽菡，加油！
在幼儿园的家长群里，
也有家长留言号
召：
“其实这几十块钱对于正常家庭来说，
也

没什么，
但是对于病人家庭来说，
积少成多，
也许会是生命的延续。
”
还有家长在群里回复
老师：
“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参与和融入到爱
的奉献里，
会让孩子更懂得爱，
更珍惜爱。
”
据统计，在当天放学时间里，共计收
到幼儿园董事会、幼儿园全体教职工和家
长们的捐款现金 9874 元，尚有部分不能
到场的家长以发红包的方式进行爱心捐
助，预计总金额超万元。

典型引领脱贫路
通讯员
“陈志明不等不靠，利用在外务工
种植花卉的技能，在村委会的支持下，
种植吊兰、绿萝、万年青、茉莉、三角梅、
爱之蔓、观音莲等十几个品种上万盆花
卉。2017 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
脱贫，
特授予他
‘脱贫之星’
荣誉称号。
”
近日，赤壁市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建
设指挥部表彰了陈志明等 37 户“脱贫
之星”，
每户获得 2000 元的奖励。
近年来，赤壁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袁俊

马俊

艰苦奋斗、攻坚克难，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大力推进脱贫
攻坚进程中，一大批贫困户敢于创业、
不怕艰难、依靠科学、勤劳致富，对全市
脱贫攻坚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表彰脱贫之星的目的，是通过以点
带面的作用，进一步激发贫困户发扬不
等不靠、勤劳致富的好作风，带动更多
的贫困户脱贫增收，早日过上幸福生
活。

本报讯 通讯员王玉成、余庆报道：3 月 12 日，赤壁市
住建局督查组一行到各乡镇督查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就
2018 年以来危房改造任务落实情况、2019 年农村住房鉴
定、
“ 四类重点对象”信息识别和存量危房情况进行督查
指导。
督查组通过实地查看、询问了解和查证资料等方式，
详细了解了各乡镇危房改造重建户补助资金到位、工程
建设进度及已改造危房户入住情况，对“四类重点对象”
房屋安全等级、户别等情况现场进行了核实，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
目前，该市各乡镇初步统计“四类重点对象”存量户
共 1352 户，非贫困户住危房 1462 户，入户核查工作还在
进一步落实中。下一步，该市将在任务安排、进度推进、
质量安全、资金保障方面统筹安排、加快进度，确保全面
完成 2019 年度危房改造工作任务，全力推动农村住房安
全和精准脱贫。

陆水水库渔政管理站

开展渔船检验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传丽报道：近日，陆水水库渔政船检
港监管理站在陆水湖旅游码头开展渔船检验工作，拉开了
陆水水库 2019 年度渔船检验工作序幕。
按照“质量第一，服务至上，保障安全”的原则，陆水水
库渔政船检港监管理站在陆水湖旅游码头，对辖区内在册
321 艘渔船 100%登船进行检验。主要对渔船的船体适航
状态、维护保养情况、救生等设备配备、标刷船名号情况按
规范进行了检验。
把一年一度的渔船检验工作定在三月中旬，一方面继
续向广大渔民宣传禁渔期制度，一方面是督促渔民在禁渔
期内加强渔船养护，为下一步开湖后的渔业生产安全打下
基础。
据悉，本次渔船检验工作将持续十五天左右，对保证捕
捞渔船具备安全航行和生产作业条件，保障渔民生命财产
安全，
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起到了强力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