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小丽，201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河北街社区居委会委员，是一位从社
区网格员成长起来的社区干部。

在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两年多时间里，
她经历了兄长意外去世、父亲中风一系列

重大家庭变故，但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热
心为居民服务。在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工
作中，她作为河北街社区的一名经济普查员，
负责辖区个体户和法人单位的数据定位、录
入、核实工作，一次次的上门核实、录入，再核

实、再录入，寒来暑往，出色完成经济普查清
查阶段任务。每当有省、市相关领导来社区
调研，她总是沉稳地拿起话筒介绍社区党建
工作，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无论社区给她安
排什么工作，她总能第一时间进入角色，扎
实完成工作任务。

党员有干劲，组织有力量。如今，在河北
街社区，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是大家的心愿。

为人民 履行党员光荣职责

7 月 1 日上午 11
时，在东洲桥上，一位
15岁左右女孩翻越大
桥围栏跳河轻生。开车
途经此处的廖鹏华、王
安平见状，急忙停下车，
毫不犹豫跳入湍急河水
施救，抢在女孩完全沉
没之前，拉住她的手，托
住她的身体用力往河边
游去。

女孩被成功救上岸
后，廖鹏华采取心肺复
苏法持续施救，最终将
女孩从死神手里拽了回
来。当女孩的亲人、市
特警及120急救中心医
护人员赶到现场后，两
人已悄然离开现场。

事后，人们根据视
频记录找到了廖鹏华、
王安平俩人。据了解，
廖鹏华系金潭村党员，
与王安平同属中沃公司
业务员，当天恰巧开车
途经大桥。廖鹏华表
示：“我不过是尽到一名
党员的本份，算是对党
交的一份节日答卷吧！”

4月29日，赤壁市市直机关入党积极
分子和发展对象培训班在市委党校正式开
班。培训学员中，徐斯均和徐志勇父子俩
特别引人注目。

父亲徐斯均，1950年4月出生，现任羊
楼洞旅游文化开发促进会会长，柘坪锣鼓

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十一代传承人。2017
年1月开始申请入党，2019年作为发展对
象参加培训班学习。其子徐志勇，1980年
1月出生，2018年9月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
请书，2019年作为入党积极分子随同父亲
一起参加培训学习。

“这个年纪入党,一没工资,二没地位,只
有付出,不知道你图什么？”面对他人质疑,徐
斯均说:“是党给了我和家人的幸福生活，我
图的就是感恩于党，继续为党发挥余热。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人生的最大愿求。”

近三年来，赤壁市共发展党员1162名，
累计培养入党积极分子5700多名，并对新
发展对象的档案资料进行专项审查，及时纠
正发展党员程序不规范问题449例。

严审查 把好党员发展关口

出生于1972年的张育民是中伙铺镇
董家岭村十六组村民，其祖父张学穆、张学
凯二兄弟均为烈士。张育民于2017年5月
递交入党申请书，2018年10月被确定为入
党积极分子。

董家岭村是赤壁市23个贫困村之一，
过去靠天吃饭，一亩地一年下来只挣个五
六百元。2013年，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张育民流转村民土地700多亩，成立赤
壁市益农果茶种植专业合作社，累计投资
380多万元建起500亩果园和200亩茶园。
当地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工、农家
乐餐饮等获得持续稳定增收。其果园栽种、
田间管理、销售服务全部聘用当地村民，长
期聘用的有八九人，农忙高峰时聘用可达五
六十人。据董家岭村有关负责人初步估算，

益农果茶专业合作社，仅劳务费用一项，每
年就为村民增收30多万元。果香满园，游
人如织，这是张育民的家乡振兴梦。

近年来，赤壁市突出“三个培养（即把优
秀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
能手,把优秀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带头
人），大力实施“源头活水”工程，不断强化乡
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将一大批张育民这样的
创业致富领头人凝聚在党组织周围，较好发
挥领富助富作用，开启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推进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做榜样 发挥党员楷模作用

近年来，赤壁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实施基层党建“整市推进、整镇提
升”计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分子向党组织
靠拢、在党旗下集结。

不忘初心甘奉献 牢记使命勇担当

赤壁吹响党旗下的集结号
通讯员 贺祖清 周刚

赤壁乡村

首届西瓜节
7月2日，赤壁首届西瓜节暨西瓜展

销会在茶庵岭镇白石村开幕。
茶庵岭镇盛产西瓜，种植面积达800

余亩，年产西瓜400 余万斤，所产西瓜皮
薄瓤红，甘甜多汁。举办此次西瓜节，旨
在以西瓜为媒，规范管理国道沿线农产
品销售，帮助贫困瓜农建立销售渠道，打
造茶庵岭镇农产品特色品牌，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雷玲玲 摄

作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赤
壁市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提升旅
游设施为着力点，以打造特色旅游服务为
突破口，高质量推动全市旅游业人性化、
高端化、智能化发展，为全域旅游和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从细节出发，打造会讲故事的厕所。
从2015年开始，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大
力推进“厕所革命”，累计投入1220万元
对旅游厕所进行改造，并将“赤壁大战”相
关联的故事或历史知识融入厕所建设中，

有力提升了服务质量、游客体验度。
如今，在三国赤壁古战场的3A级旅

游厕所里，婴儿床、第三卫生间、爱心母婴
室等旅游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不同群体的
游客们都能在这里享受到方便快捷的旅
游服务，极大提高了游客的舒心度。

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景
区还着力在个性化旅游服务产品上做文
章，通过深入挖掘三国文化，推出了适用
于青少年的三国研学游旅游产品，不同年
龄的学生们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

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
校外教育活动，产品一经推出便大获好
评。据介绍，2018年该景区共接待研学
游9万人次，2019年的研学游人次已经
突破了去年的总人次。

在卓尔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独
具异域风情的俄罗斯歌舞表演、西餐厅、
俄罗斯面包、咖啡制作工坊等特色旅游服
务，不仅有力提升了赤壁市整体旅游形
象，更有效满足了游客对高端旅游服务的
需求。

服务标准的提升带来的是游客接待
量和营业额的稳步上升。目前，卓尔万亩
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的格桑花海、青少年
足球训练场、俄罗斯风情街已成为周边城
市游客周末游、亲子游的不二之选。

据介绍，截止到2019年6月底，卓尔
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游客量已达12
万人次左右，销售收入达到300多万元。
在未来的经营工作中，该景区将进一步提
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标准，让更多游客流连
忘返。

打造全域旅游赤壁名片
通讯员 李瑞丰 万菡 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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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赤壁高新区

筑牢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王小军报道：“通过这次演练，

我们对火灾中安全逃生的知识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也会
按照消防官兵给我们提的要求，加强公司消防安全的管理，
预防、减少火灾的发生。”7月3日，赤壁高新区联合赤壁市
消防大队深入该区新材料产业园开展消防演练活动，提升
企业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员工自防自救能力，受到企业好
评。

上午9时，消防警报声响起，武汉高正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30余名员工有序集中到厂房外的空地。在接
下来的消防知识培训中，赤壁消防大队讲解员结合相关火
灾案例，就应急疏散逃生的基本常识、火灾的预防、消防器
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讲解，并对员工们进
行了燃火扑灭、水带铺放等技能模拟，有效提升了员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近日，
赤壁市中医医院进入“全面提升县级医院
综合能力第二阶段 500家县级医院和
500家县级中医医院”名单！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卫生
健康工作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求，构

建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县
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推动构建分级诊疗
制度，使全国500家县医院和县中医医院
到2020年分别达到“三级医院”和“三级
中医医院”服务能力要求。 根据国家健
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印发全面提升
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工作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37号）有关
规定，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结合地方人
口、医疗服务能力等因素，确定了此次“全

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第二阶段500
家县级医院和500家县级中医医院”名
单。

赤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邹蕾、杜承前报道：“我一早上从岳阳

赶过来，这前后没有一个小时，执照和公章都拿到手了。”近
日，在赤壁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多证合一”窗
口，市民宋某一大早赶到窗口来提交申请企业营业执照纸
质资料。没过多久，宋某就领到了自己申请的咸宁市赤壁
敏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企业的公章。

过去办理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分别要在市场监
管、公安、税务、银行、人社等部门办理相关业务，手续繁琐，
耗时较长。现今，通过推行“513”工作模式，将市场监管、
公安、税务、银行、人社等部门的业务流程进行整合，让数据
在交换平台共享，把办理营业执照、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刻
制公章、银行开户5个环节，实行“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实
现企业开办3个工作日内办结。

“513”工作模式的推行，很多招商企业表示在赤壁投
资充满信心。下一步，赤壁市将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推动该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赤壁开展联合行动

拆除非法石灰窑
本报讯 通讯员蔡明瞻、舒再珍报道：近日，赤壁市科

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管执法局等10余家相关单位
共计80余人对望山社区丰乐石灰窑、旺久石灰窑，凤凰山
社区合力石灰窑进行依法强制拆除。拆除现场，工作人员
对现场进行了安全警戒，将拆违现场的乱停车辆和闲杂人
员清离现场后，组织拆迁公司对非法经营的砖厂、石灰窑、
钙粉加工厂进行清理拆除。

赤壁市境内共有石灰窑（土窑）57座，目前在生产窑口
32个，处于半停产和停产状态的19个，其中蒲圻办事处生
产窑口7个，分别位于望山和凤凰山。群众多次举报望山
和凤凰山石灰窑企业环境污染严重、烟雾刺鼻、运输车辆日
夜不停，严重影响周围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

据悉，针对赤壁市石灰窑生产企业关停后会对钙石产
业造成的影响，赤壁市科信局积极研究对策，组织相关人员
赴外地调研钙石加工产业链、环保立式钢窑建设，打造赤壁
市钙石加工产业园，促进钙石产业合法合规的生产经营。
从而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共同建立宜居宜业和谐新古城。

赤壁警方迅速出击

网友作案未遂落网
本报讯 通讯员兰燕报道：4名年轻人，分别来自河

北、内蒙古、河南和赤壁本地。他们相识于网络，有着共同
的“爱好”，在共商“致富大计”后，组团来到了赤壁，预谋以
盗窃、绑架等犯罪方式获取钱财。

四人在达成作案意向、选定作案对象后，犯罪嫌疑人孟
某（男，33岁，河北人）、赵某（男，31岁，内蒙古人）、孙某
（男，33岁，河南人）分别于6月21日、22日抵达赤壁，然后
4人开始分工协作。

作案地踩点、熟悉周边地形环境、购买作案工具、拟定
作案计划……在摸清具体情况后，6月25日晚20时许，4人
按计划实施盗窃，由马某、孟某“放风”，赵某、孙某分别撬盗
储藏室门和居民楼入户门。中途因发现该户户主临时折返
回家，4人不得不终止作案，此时，储藏室门锁已被撬开，居
民楼入户门锁被撬坏。21时许，在接到居民被盗报警后，
民警迅速行动，于当晚将该团伙一举抓获。4名犯罪嫌疑
人对预谋盗窃及盗窃未遂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南主塔墩顺利浇筑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冷朝乾报道：7月1日9时30

分，省重点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传来消息——由中铁大桥局
承建的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南岸4号主塔墩第18节塔柱混
凝土顺利完成浇筑。这意味着南塔一举突破100米大关，
达到103米高度，标志着4号主塔墩施工高度已过半，再次
取得重大进展。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是我省“六纵五横一环”公路运输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天门至赤壁一级公路过江通道的关
键性控制工程。线路总长11.2公里，其中长江大桥长约
3.35公里，全桥共116根斜拉索。

大桥建成后，可成为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及随岳、
沪渝、汉洪监、京港澳、杭瑞等高速路的重要节点，进一步拓
展城市空间，增强路网的机动性，优化路网结构，提高运营
效率，对促进地区经济贸易和旅游资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赤壁市中医医院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