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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600分以上人数88人，高考一本人数达到481人（不含艺体生），考入985、211大
学人数在去年基础上实现翻番。

2019年，赤壁市莘莘学子在中高考的严峻考验中，以优异的成绩，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
的答卷，也展示了赤壁教育教学水平的高质量。

秋季开学在即，赤壁市再接再厉，开启新一轮教育教学整改，为扎实推进赤壁教育高质
量发展谱写新篇章。

赤壁市场监督管理局

保障消费者权益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报道：办了会员卡，商家却以物

价上涨为由，单方面终止会员优惠，并拒绝返还会员预缴
金。近日，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工
作人员快速反应，及时调解处理一起消费者投诉案件，成功
化解双方矛盾。

今年初，周某在新城区某理发店办理一张现金会员优
惠卡，并先后按优惠价理发3次。日前，周某照常来店理
发，店老板却声称涨价，要以非会员价格收费。周某认为，
自己办理了会员卡，即是与商家达成了消费合同，商家单方
面终止合同优惠条款，侵害了自己的权益。在与老板协商
未果后，周某要求退还卡内结余订金，遭店老板拒绝，遂向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投诉。接诉后，中
心工作人员立即找到理发店老板进行调査、沟通，宣传法律
法规。通过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老板认识了错误，退还周
某卡内余额。

赤壁专项检查

拧紧冶金行业“安全阀”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胡明山报道：冶金企业工艺系

统、作业环境、防控手段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生产体制
机制是否健全？日前，赤壁市工业（冶金）专委会办公室等
相关部门，聘请第三方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对全市19
家工业（冶金）生产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检查过程中，对存在问题隐患的企业，检查组现场下达
了整改通知书，并要求冶金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严格按照“五落实五到位”的要求，迅速整改到位；企
业所在地园区、乡镇、办事处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
促企业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及时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大
安全生产执法力度，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坚决打击各类
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逾期不按要求整改的企业，一律
按上限予以行政处罚。

下一步，市工业（冶金）专委会办公室将组织相关部门，
加大问题企业隐患整改督办力度和安全生产检查，确保赤
壁市工业（冶金）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为全市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赤壁住建局

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舒顶智报道：为督促建筑企业

在施工现场全面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8月13日，
赤壁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管理站相关工作人员赴市体育中心
和丰业盛世等项目建筑工地，抽查了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制度落实情况。

在现场可以看到，工地大门设置了人员进出专用通道、
门禁系统，所有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进出施工现场必须通
过门禁系统。入场前需要面部识别，进行实名制认证，并将
施工人员相关信息录入湖北省建筑工人管理信息平台，数
据实时上传保存。

落实施工现场建筑工人的实名制管理工作，可以有效防
范工资纠纷，维护建筑工人权益，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实现施
工现场人员基本情况清、出勤记录清、工资发放记录清、进出
项目时间清的管理制度，有效提升项目的整体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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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产能
开拓市场

8月14日，赤壁凯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一片忙碌。

该公司地处赤壁市高新区中伙工业
园，占地50亩，总投资8000万元，是一家
生产销售离型纸、不干胶纸、变性淀粉、缠
绕膜等多元化产品的企业。

公司通过不断扩大产能，狠抓市场开
发，实现了年销售收入1.3亿元，税收500
万元，于2018年成功申请“湖北名牌”，产
能持续在全省行业内名列前茅。

通讯员 王莹 李行锋 摄

传承中医不忘初心
○ 通讯员 胡娟

他从医30多年，始终坚持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把从医
当成能为病人带来健康、更是自己积德行善的手艺。他就是
赤壁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中医妇科专家吴忠廉。

参加工作以来，他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信念，为弘
扬中医事业，造福市民不遗余力。在平常的诊疗工作中，他
总是怀着一颗淡泊平和的仁爱之心对待患者；总是把微笑
挂在脸上，把自己最温馨的一面带给病人。

“对病人最重要的是一视同仁，不论其贫富贵贱。”吴忠
廉的父亲是一位老中医，其父经常教导他要“医者仁心”。
吴忠廉一直谨记着父亲的教诲，潜心钻研，先后获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1项、教育部全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研究生学术
论坛三等奖、湖北省15届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赤壁
市第一届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专著2部、参编2部.......

“一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医术，深厚的文化素
养，还要有怀柔关爱之心。”吴忠廉常常对同事和身边的医
务人员讲述从医多年的心得体会：“帮病人把病治好，不掺
杂其他附加的东西，是每一位选择从医者的初衷。”

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3年来，她通过从内提升自身素养，
从外提高教学水平的内外兼修提升方
案，促进一批青年教师走上专业化发展
的道路。其中优质课等竞赛中 3人次
获国家级特等奖，24人次获国家级一等
奖及省市级奖；4人论文在省级专业刊

物上发表，13人论文、征文获国家级、
省级奖等。这就是周青名师工作室成
立 3 年来，为赤壁教育带来的可喜成
绩。

今年是赤壁市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开局之年，为给全面落实《赤壁市

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提供组织
保障和人才保障，赤壁市教育局再接再
厉，新成立了十一个名师工作室，将通过
名师工作室，带动校本教研发展，促进教
师队伍建设，有助于教师专业成长和整
体素质提高，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同时，各学校也加强师资力量的充
实，纷纷开始向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敞
开大门。今年赤壁一中进行了自主招
生，招聘一本及以上学历 15人充实教
师队伍。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在去年基
础上继续招聘优秀大学生共计25人到
校任教。这些高学历高素质教师的到
岗进一步充实了赤壁的优秀教师队
伍，也为赤壁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招才引贤强质量

“我们搬进新学校啦！”近日，一条振
奋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让车埠高中和
蒲圻高中的学生和家长兴奋难抑。

车埠高中地处车埠镇，是一所历史
悠久的老牌学校，在赤壁教育史上，曾有
过辉煌的成绩。但近年来，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作为咸宁市唯一的一所农
村高中，车埠高中因为地理环境的制约，
学校教学条件逐步落后，发展受到制约，
招生困难等问题也一一显露。与此同
时，蒲圻高中于2018年从蒲圻师范剥离
后，搬迁至原职教中心校址，学校校园面

积窄小，设施设备缺乏，简陋，且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不能给学生一个安静、舒
心的学习环境。为优化教育布局，合理
配置教育资源，赤壁市经过调研摸底，决
定将蒲圻高中和车埠高中进行合并，并
搬迁至原长江水校。

今年，为盘活公办普通高中教育资
源，赤壁市出台并落实《赤壁市教育质量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对
全市办学条件差，服务区域不合理的学校
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提振师生士气，
改善办学条件，确保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目前，该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78所，其中
小学47所，初中14所，九年制学校10所，
高中5所，中职学校2所。这些学校为赤
壁市经济社会发展，夯实最坚固的根基。

赤壁市外国语实验学校秋季开始招生了。
这个秋天，对于赤壁市求知欲满满

的学生及对孩子上学充满期待的家长来
说，好消息接二连三。

赤壁市现有在校学生83532人，相对
于现有教学条件来说，远远不能满足学

生就读需要。在该市城区各个学校中，
除一年级新生外，其他年级班额多存在
大额班和超大额班现象。鉴于此，赤壁
市大力推行教育“改薄”工程，不断改善
义务教育办学条件。除秋季开始招生的
赤壁市外国语实验学校，该市还落实中

央和省级专项资金到位2689万元，安排
土建项目12个，对全市部分薄弱学校进
行升级改造。未来更计划投资3亿元资
金，新建天骄小学、青泉小学，陆水幼儿
园、北山幼儿园，恢复汪家堡小学，以缓
解学校超级大校压力。新建成学校、幼

儿园食堂8家，升级改造21家，添置学生
宿舍床铺995套，服务功能进一步得到完
善，办学环境全面提升。

改薄的同时，该市更注重教育的均
衡发展，对学校办学条件及教育信息化
方面等硬件设施加大投入。目前，该市
义务教育学校已基本实现多媒体教学

“班班通”，并投入1400万元新建了25个
录播教室和30个计算机教室，教育信息
化水平大幅提升。

全面改薄优环境

14日，赤壁市长跑运动协会在赤壁市人民广场举行“五
星红旗14亿护旗手有我”活动，社会各界50余人自发参加。

活动在退伍老兵及党员的带领下，大家一齐通过护旗
手报到、唱国歌、集体宣誓，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通讯员 吴石泉 方小兆 摄

“斗门村农户农田灌溉问题已经基本
解决了，你的爱心力量一直在传递。”8月9
日中午，赤壁市志愿者协会赤壁义工志愿
服务队的志愿者田红云，收到微信好友这
样一条消息，并陆续发来农田灌溉装表接
电至通水的照片，照片上的村民喜笑颜开。

这条消息，也让田红云欣喜不已：没
想到自己随手拍的一张照片，竟解决了
村民们的大麻烦。

原来，身为赤壁市志愿者协会赤壁

义工志愿服务队一员的田红云，在8日的
义工活动中，拍了一组乡村的图片，发在
了朋友圈中，并配文字“乡下的田干了，
期待结局完美。”

就是这条朋友圈中，有一张田地干
裂的图片，引起一位微信好友关注。他
立即联系田红云，询问那张农田干裂的
图片的发生地在哪里、受灾面积等情
况。田红云一一如实回答。

田红云朋友圈中的这位微信好友是

赤壁市供电公司的党委书记余柒明。他
在得知斗门村干旱的基本情况后，立即
组织了车埠供电所“星火”党员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们赶到现场勘查旱情，在向
农户了解抽水灌溉的实际困难后，他们
顶着高温，将低压线路引至远处的水源
地，装设电能表、漏电保护器、连接抽水
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作业，让水哗啦啦
啦流入了农户干涸的农田。

余柒明说：“抗旱保电工作，我们一直

在做。赤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
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志愿服务队，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力求以最快的速度为群众
排忧解难。得知车埠旱情有些严重后，车
埠供电所‘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志愿
者们立马行动，已经完成了车埠镇14个村
组的抗旱机站安全用电检查工作，并为农
户开通用电报装‘绿色通道’，义务架设抗
旱专线。总计安装抽水表800余块，架设
抗旱线路5.7公里，新增一台变压器。”

志愿者随手拍 供电所解忧难

赤壁新时代文明实践演绎爱心接力
○ 通讯员 胡新华

整合资源促发展

每天一大早，赤壁镇太平口村的贫
困户刘建林就会和妻子宋红春来到鸡舍
添加食料，成群的鸡立马欢快地从四面
八方聚拢过来进食。接下来刘建林又赶
到龙虾池，清理水面、加固围网。2018
年，他通过喂鸡、养虾，种植水稻和玉米，
纯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在几年前，他的
生活可不是这样。

刘建林家有3口人，以前生活主要靠
自家的2亩多水稻，闲暇之余打点零工维
持，儿子当时也在读书，家庭负担较重。

2014年，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他投入4
万元，购买了1000只鸡。本想着提高收
入，然而现实却跟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当年的禽流感，影响了鸡的销路，一下就
亏了2万元。

刘建林骨子里是个不服输的人。

2015年，在扶贫驻村干部的扶持下，他找
到另外一位贫困户合伙，又购买了3000
只鸡。经历过上次挫折，刘建林在养鸡
方面格外细心。这年，两人合伙毛收入
都还赚了1万多元。

尝到甜头后，刘建林信心更足了。

但当时资金一直是亲朋好友支持，十分
有限也十分为难。2017年，在驻村单位
和村“两委”的帮助下，他申请到了3万元
的小额扶贫贷款，又养了3000只鸡。

2018年，他将3万元贷款还清后，又
申请了5万元的小额扶贫贷款，承包了
20亩龙虾池，喂养了3000只鸡，还种植
了玉米和水稻，纯收入达到了3万余元。

“往后，还想继续扩展几十亩田，争
取每年能赚到15万元。并带动其他贫困
户，大家一起致富。”刘建林说。

养殖闯出致富路
○ 通讯员 马俊 袁俊

使暗劲 出实招

赤壁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 通讯员 张升明 刘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