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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法院

锲而不舍执结两案
本报讯 通讯员范丹报道：日前，赤壁法院执行局经过

长期关注，线索跟进，在获取被执行人信息后快速出击，一
举执结两起合同纠纷案。

汤某系两起合同纠纷案的被执行人。2017年6月，汤
某在湖北某租赁公司租赁汽车一辆，不仅拖欠租车费用，而
且拒不返还所租赁车辆。2018年，汤某承包一项屋内装修
工程，在赤壁某电器商店赊账购买共计5000余元的灯具、
开关、插座等商品，该商店老板多次催讨，汤某拒不支付。
在该两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汤某均未积极应诉，赤壁法院
依法缺席判决。判决生效后，汤某均未履行，该两案胜诉当
事人申请强制执行。

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汤某玩起了“躲猫猫”，不仅其
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本人也“失踪”不见。6
月13日，执行法官在得知被执行人汤某“现身”回家的线索
后，迅速采取行动，在其居住的村组顺利找到被执行人汤
某。至此，该两案得以顺利执结。

赤壁

举办征文比赛暨颁奖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刘敏报道：6月19日，由赤壁

市文联、余家桥乡联合举办的余家桥乡“第二届桃花诗会”
征文比赛暨余家桥乡“桃之夭夭”摄影比赛颁奖活动在余家
桥乡隆重举行。雷该翔的诗歌作品、汪孝文、张红霞的摄影
作品分获诗歌和摄影类别组一等奖。

近年来，余家桥乡围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主线，开拓了
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局面。该乡主打绿色、生态、和谐的农村
旅游观光牌，将自身特色结合当前发展趋势，已经形成自己
的产业特色。为提升该乡产业发展的文化含量，激发美丽
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事业发展的新活力，该乡自3月份启
动征文与摄影活动，共收到200余份以“桃夭·乡愁”为主题
的作品。参赛选手通过网上投稿，经过专家的多轮评审，最
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车埠镇强力监管

确保惠农政策落实处
本报讯 通讯员徐培高、龙锋报道：为了确保惠农政策

落到实处，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惠农政策的实惠，赤壁市
车埠镇扎实落实惠民政策，确保了惠民政策的执行顺利进
行。

该镇财政、审计部门加大对惠民资金的监管和审计力
度。纪检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对惠民工作的
监督检查，防范和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对那些不作为、乱作
为、慢作为的部门坚决问责。

同时，向纵深加大政策落实强度，各单位定期或不定期
对惠民政策落实工作开展自查，及时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有效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联合
财政、审计、民政等部门组成督察组，对惠民政策落实工作
进行全方位督查，及时发现和督促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督查结果进行通报，将其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范围，作为
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为进
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火灾等突
发事件的处理能力。6月18日，赤壁市
中医医院开展2019年度第一轮消防安
全知识培训活动。

此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家庭电器
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燃气使用安全，火
情紧急处理，家庭必备灭火器材灭火器、
报警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消防安全隐患
和高楼发生火灾自救等紧急疏散常识。

培训通过几段特大火灾案例的播
放，深刻剖析了火灾发生的原因，血淋淋

的教训为大家再次敲响了消防安全警
钟。让每位参加培训的人员都深刻感受
到火灾的无情以及掌握消防安全知识的
重要性，大家纷纷上前演示灭火器的使
用方法并咨询一些消防安全知识。

通过开展此次消防安全培训，加强了
医护人员的防火、灭火、逃生等应急处理能
力，为打造平安医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赤壁市中医医院

开展消防知识培训

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丽燕、兰燕报道：
6月18日，赤壁市公安局蒲圻派出所闻
警即动，快速破获一起盗窃车内财物案，
成功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6月16日18时许，夏某到蒲圻派出
所报案，称其停在市某小学后门的越野
车后窗玻璃被砸，车内几条香烟被盗。
接警后，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进行立案
侦查。经过现场走访、线索摸排以及大
量细致的侦查工作，初步锁定了嫌疑人
廖某明、吴某栋、邓某平等三人。在网安
大队积极协助配合下，6月18日15时，办

案民警在城区某网吧将廖某明、吴某栋
两人抓获。

经讯问，6月16日凌晨3时许，犯罪
嫌疑人廖某明伙同吴某栋、邓某平（在
逃）三人，窜至赤壁市赤壁大道某小学后
门处，由吴某栋、邓某平二人在旁“望
风”，廖某明利用螺丝刀将路边停放的越
野车右后门车窗玻璃撬破，爬进车辆后
备箱盗得香烟四条，价值4000余元。二
人对以上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廖某明、吴某栋因涉嫌盗窃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办理之中。

赤壁警方快侦快破

抓获盗窃嫌疑人

行畅居安产业旺
——赤壁“三大提升”工程聚力脱贫攻坚综述

通讯员 张升明 马俊 袁俊

获评省服务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

赤壁获奖补300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张燕燕报道：6月18日，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通报2018年度全省服务业发展评估情况，赤壁
市被评为“湖北省服务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获得奖励补
助资金300万元。

全省服务业发展评估是经省政府同意，由省服务业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发改委）根据《湖北省市县服务业发
展评估办法（试行）》，对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服务业发展的
综合评价。评估结果由省政府发文在全省通报，并与省服
务业引导资金分配挂钩。该通报一类为25个全省服务业
发展突出贡献单位、二类为25个全省服务业发展贡献单
位，赤壁市位列第一类，也是咸宁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随着服务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和现代服务业提速升级
的深入，赤壁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一、二产业，2018
年，赤壁市服务业增加值总量 201.04 亿元，同比增长
10.3%；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7.37%，比上年提高
2.56%。下一步，该市将加强服务业项目实施情况的管理、
监督、督查，确保省级奖补资金发挥效益，推动全市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

高瞻科技
项目投产

6月12日，高瞻科技项目厂房内，工
作人员在安装测试电动平衡车。

高瞻科技项目由湖北高瞻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兴建，于2018年10月份落户中
伙光谷产业园，总投资8亿元，主要生产
智能座舱系统、智能家居防控产品、电工
仪器仪表等。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
产值5亿元，税收1500万元。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市是一个插花贫困地区，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9780户34813人、建档
立卡贫困村23个。经过五年多的努力，
截止2019年元月，全市累计减贫9761户
34750人、2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存量贫
困户17户63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
的9.48%下降到现在的0.018%。

面对目前的成绩，赤壁市并不满足，
而是撸起袖子，扎实推进“三大提升”工
程，继续谱写着脱贫攻坚奋斗新篇章。

提升产业发展助脱贫

“建立扶贫车间，解决就近就业问题
是提高群众收入的真招、实招。”5月29
日，在官塘驿镇泉洪岭村，由多部门投资
建设的扶贫车间项目正式开工，村党支部
书记刘林欣慰地说。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官塘驿镇泉
洪岭村依托丰富的楠竹资源，由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市纪委监委、市扶贫办共同投资
100万元，建立楠竹拉丝厂，为该村9名贫

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每人每年增收约2.5
万元，村集体每年可获得稳定收入8万元。

为确保脱贫攻坚成效，该市围绕“小
龙虾、茶叶、猕猴桃”三大主导产业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和因地制宜原则，根据贫困
户实际，选择合适的可持续发展的特色项
目，让贫困户看有现场、学有样点。全市
2019年将打造小龙虾、水果、中药材、特
色种养等一批特色农业示范点400个以
上，确保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全覆盖。

提升基础设施助脱贫

6月14日，在赵李桥镇羊楼司村新
饶线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机器穿梭，工人
忙碌，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为抓好交通扶贫工作，完善赤壁市贫
困村镇路网骨架、畅通农村公路“毛细血
管”，打破贫困村道路与县乡公路、国省干
线公路连接瓶颈，该市交通部门克服艰
难，积极作为，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力度，为
方便贫困地区群众的出行，为贫困村组加
大招商引资、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便利条
件。

目前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在该市全面
展开。水利部门积极实施帮扶贫困村的
饮水管网改造，计划投资2200万元对黄
盖湖水厂、新店水厂、茶庵岭水厂3个“千

吨万人”规模水厂进行改扩建、升级联网、
配套改造等，解决6.37万人的饮水安全，
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同时以贫困
村为单元安排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等民
生水利项目。经信部门正在着手对4G
网络覆盖较弱的中心坪村、金峰村等7个
村进行强化，供电部门计划投资385万
元，实施贫困村电网改造项目12个，为脱
贫攻坚提供电力保障。

同时，该市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今年安排市本级财政资金2250万元，支
持53个村（其中非贫困村40个）进行补
短板、强基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确保
2020年非贫困村贫困人口与咸宁人民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提升安居工程助脱贫

“产业扶贫政策让我有了信心，危改
政策让我安居乐业更有保障。”6月17日，
在茶庵岭镇白石村九组贫困户吴孝金家
危房改造现场，他兴奋的对笔者说。

从今年5月20日开始，赤壁市危改
办全面开展农村危改数据精准摸底，对各
乡镇上报危改数据进行核查，确保应报尽
报，杜绝漏报瞒报，切实让惠民政策落实
到位到点。

农村危房改造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

容，是落实“三保障”要求，解决贫困户住
房安全保障的重要途径。据市危改办数
据显示，赤壁市农村现有四类重点危改对
象719户，非四类贫困户危改对象199
户。为解决这些贫困家庭的建房难题，摸
底核查紧盯全市脱贫摘帽目标任务，将危
房改造工作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中心工作，
进一步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全面完成农
村安全住房全覆盖目标，切实提升贫困人
口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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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建成易地搬迁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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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专班已聘请第
三方机构对全市已申报的719户住危房
的“四类”对象进行了危房鉴定，危改工作
已全面启动。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赤壁正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顺势而上，乘势而为，奋力谱写跨
越赶超的时代篇章。

他是赤壁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业
青年的代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角
中领跑前行者，先后帮助11家企业建立
研发中心，参与中小企业技术攻关71项，
获得392项专利和29项成果。由于成果
丰硕，2018年，他荣获了“中国产学研合
作促进奖”。他就是“咸宁市现代服务业
领军人才”——赤壁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主
任、赤壁市信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关臣。

如果说高质量发展是企业的“面子”，
那么，发挥人才优势，帮助企业科技创新、
服务产业转型发展则是企业发展的“里

子”。多年来，宋关臣始终奋战在成果推
广及科技服务一线，努力将科技成果、专
利、技术、信息等多项科技服务推广到各
行各业，不断充实企业发展的“里子”。

“2008年，赤壁市的机械、纺织等传
统行业在慢慢没落，企业创新意识不足，
开发的新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宋关臣
告诉记者。

在这样的困境下，宋关臣始终保持做
好事业的恒心，经常深入企业和专业合作
社宣传专利知识，并邀请省市相关专家来
赤举办专利培训，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引
导企业转型，进行技术创新。

为了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成功转型，
宋关臣这些年一直不辞辛苦，在全市各企
业间来回奔波。洞庄茶业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邱新斌最是感受深刻：“宋总给予了
我们工作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总是站在企
业的角度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企业成功
转型。”

在宋关臣的帮助下，洞庄茶业经过多
年努力，成功转型，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

截止目前，宋关臣帮助羊楼洞茶业、
洞庄茶业、赵李桥茶业、赛因化工、鄂南
起重、蒲圻起重运输、赛飞摩擦材料等多

家企业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同时他还认真研究国家省市的项目
支持政策，积极深入基层、企业调研，高
标准包装编制项目。先后主持编报并参
与了国家农转资金项目、富民强县项目、
创新基金项目 87 项，争取国家项目 8
个、省级项目 79 个，获国家资金支持
1700余万元。

宋关臣说：“如果没有开拓创新的精
神和行动，企业很难发展起来。”他作为一
名科技服务工作者，将继续努力拼搏，为
赤壁市科技事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宋关臣：企业发展的高级参谋
通讯员 王玉成

赤壁

举办党建培训班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周刚报道：6月19日，赤壁市

举办村和社区村（社区）“两委”干部专题培训班，全市乡镇
组织委员、820名村（社区）“两委”干部参加此次培训。

为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升
村（社区）“两委”干部业务能力，本次培训紧紧围绕新时代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省、咸宁市组织工作要求及赤
壁市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发展党员工作等基层党建共性工作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

同时，采取分类授课的方式，对村“两委”干部侧重培训
乡村振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社区“两委”
干部侧重培训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工作、城市基层党
建，从而深入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提档升级，
进一步擦亮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市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