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饶红斌 组稿：彭志刚 黄富清 张升明

电话：0715－5359309 邮箱:jrcbxw@163.com

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

3版

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赤壁举办组工干部培训班

学有所长提升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魏渊报道：为不断提升全市组工干部

政治素质、专业水平和履职能力，11月27日至28日，赤壁
市在市图书馆举办组工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精神暨组工业务培训
班，全市200余名组工干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安排了组织部长讲专题党课和开展干部工
作、干部监督工作、党建工作、人才工作、考评工作等各类专
题讲座。培训班还组织学员围绕市委组织部机关“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征求意见和“如何做好新时代
组织工作”开展专题研讨活动。

培训结束时组织全体参训学员进行考试，通过“以考促
学”系统反映干部学习情况，以便对学习方式进行调整和完
善，使组工干部能够深刻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时刻绷
紧学习之弦。

赤壁市交投集团党群工作部一行到赵李桥镇廖坪村、赵李桥村，深入了解扶贫
村近阶段工作情况及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嗨”爆冬捕节
11月23日，赤壁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

举办首届冬捕节暨摸鱼大赛，吸引了周边
各乡镇千余人参加。

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主要以水产养
殖、水果种植和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
2007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2016年被咸宁市命名为“咸宁市生态
乡镇”，2017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休闲渔
业示范基地”。此次冬捕节的开幕，不仅展
示了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发展特色，更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群众增产增收。

通讯员 王莹 摄

近日，总投资1900万元的赤壁绕镇公
路竣工通车，彻底改变了通往赤壁码头的
货运车辆穿镇而过的历史。这是赤壁交
投集团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以来注重边学边改的一个缩影。

将主题教育贯穿在日常工作当中，既
注重按照上级要求把“规定动作”做到位，
又注重结合企业实际使“自选动作”有特
色，是赤壁交投集团对主题教育的深刻领
悟。集团在主题教育中注重督促指导，将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贯穿全过程，使得调查研究深入、检视问
题严格、专项整治实在，真正将主题教育
的效果转化为推动集团发展的强大动力。

问题导向让主题教育走深

赤壁镇是一个发展快速的乡镇，镇
区道路直接通往赤壁码头和全国5A级
景区——赤壁三国古战场，给沿线居民
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对此，赤壁交投集团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通过深入基层、现场
查看、走访询问和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深
层次开展调查研究。随着绕镇公路的建
成通车，不仅解决了居民的困扰，镇区绿
化、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得到了改善落实。

把主题教育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推动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落实落
地。近年来，该集团列出了107国道南北
沿线居民道路接口硬化亮化、中伙立交
桥南北接线工程、赤壁绕镇公路建设、旅

游快速通道安全防护、汽运总公司人事
突出问题、汽运公司客运中心“三品”检
查仪设备老化、赤壁渡运过渡难以及集
团子公司工程技术人才短缺、公司转型
职工薪酬确定等问题清单共计12条。截
止目前，均得到有效解决。

检视反思让主题教育走心

11月16日，为方便广大司乘行车安
全畅通，赤壁交投集团配合地方海事局
拆解、清除长江非法趸船。并在限高架
处安装了减速带、绕镇公路警示牌、汽渡
停班提示牌等设施。

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
求，集团党委紧密结合本单位职能和职
责分工，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采取上级点、群众提、集
体议、自己找等方式，深入查摆问题，深
刻检视剖析。今年来，该集团结合“三聚
焦三检视三反思”，针对民众反响、员工
反映、内部检视等各种问题线索，发放征
求意见表30份，开展“三听两问”活动，广
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积极主动找问题、寻
对策。对照查摆出的问题清单，着力解
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能解决的
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党委会议研究讨
论，找到问题所在，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解
决方案，真正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

专项整治让主题教育走实

10月17日，封闭了近5年的赤壁市

中伙铁路立交桥恢复通车。不仅让桥两
端的村民进城提供方便，更是给广大过
往车辆带来畅通。

建于1988年的中伙立交桥，位于赤
壁市G107国道京深线中伙铺镇境内，是
107国道赤壁段通行的重要桥梁，是跨铁
路京广线的主要通道。2014年12月，因
桥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正式实施交通
管制，车辆和市民须绕道而行，成为107
国道畅通的一个大瓶颈。

在中伙立交桥维修改造主体工程基

本完工之际，赤壁交投集团承担了中伙
立交桥桥梁两端连接线和路面维修改造
以及安防、绿化等工程任务。

为确保早日通车，该集团将大桥通
车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具体行动。自9月底进场以来，项目部全力
以赴，路基、路面、安防和绿化各队伍紧密衔
接，合力推进。为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交投集
团抢抓当前晴好天气，采取“白+黑”24小时
不间断的工作模式日夜施工。努力取得重大
胜利，该桥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竣工通车。

赤壁教育工作者获表彰

推动教育质量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聂爱阳、刘騉报道：11月22日，全国第

五届中小学生班主任高峰论坛暨智慧型班主任成长路径专
题研讨会在赤壁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一千余名中小学班
主任参加。研讨会上，对赤壁市教育局等一批获奖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近年来，赤壁制定印发《赤壁市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通知》中对教育质量提升、优秀
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培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举措。各级
学校依托课题研究、名师工作室、联片教研、教师沙龙，汇聚
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和好学上进的青年教师，组织
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班主任工作交流研讨活动，取得了
可喜成绩。

为期三天的研讨活动里，来自全国的知名教育专家、优
秀班主任进行专题讲座，学习新形势下智慧型班主任工作
的最新理念，探寻班主任核心素养及培育的新策略, 共推
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神山镇青年干部

首季“头脑风暴”来袭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王凤报道：近日，一场“风

暴”席卷赤壁市神山镇，波及范围是该镇12名青年干部。
这是一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背景下形成的

“头脑风暴”，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军的带领下，青年干
部们利用晚间休息时间围坐一桌，开启思维与思维碰撞的
圆桌派！

在“我是谁、为什么、怎么办”的“灵魂三问”中，各位青
年干部展开了真诚而热烈的交流。在互动游戏与上台讲述
相结合的过程中，这12名工作身份统一为“乡镇机关干部”
的年轻人，渐渐展现出不同的个性身份，其中有5年换了6
份工作的“跳槽达人”，也有学生时代写诗、搞公益的“追风
少年”，还有不想做金字塔顶尖但设想自己做神山镇镇长一
定大搞农业的“扶贫小哥”……畅所欲言带来的是彼此心与
心的贴近！

据悉，该镇青年干部的“头脑风暴”将形成长效机制，后
期会以即兴演讲、辩论赛、职场角色Cosplay、实地跟进项
目等形式不定期举行。活动旨在提高乡镇年轻干部的综合
素质，增强他们对乡镇的归属感，进一步激发广大年轻干部
干事创业的热情！

赤壁改造老旧社区

提升舒适度幸福感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刘丹报道：11月20日，在赤壁

市华舟社区内，工人们正在为社区居民楼建设污水管网实
现雨污分流，并对楼体进行立面改造及楼顶防水施工。

华舟社区成立于2003年，占地约200余亩，常住人口
约1197户、3275人。因历史原因，社区内存在乱搭乱建、
污水横流、房屋漏水等现象。为彻底整治该小区乱象，创
建和谐、文明、整洁的小区环境，提升社区居民居住舒适
度和幸福感，赤壁市通过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并向上争取
中央拨付“三供一业”改造资金1800余万元，地方配套部
分资金用于对华舟社区进行改造。目前，社区供排水改
造、强电弱电改造、消防设施和道路改造、安防设施改造、
民房立面改造、公共设施改造等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正稳
步推进中。

赤壁档案馆

口述史记录发展印记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但崇清报道：近日，历时8个

月，由赤壁市档案馆组织采写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赤壁口
述史文字资料采编完成，为赤壁发展历程又添珍贵史料。

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里，赤壁
经历了从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到今天的欣欣向荣，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成绩。为了留住70年发展
历程中的每一个艰难又坚定的脚印，赤壁市档案馆于3月
份启动回顾赤壁口述史的采编工作。采编结合赤壁实际，
经反复审议，最终决定以赤壁城市建设、柳山湖镇建设、电
厂及蒲纺总厂建设为重点，开展口述史采编工作。

采编过程中，采编组对当年参与各个项目建设的老领
导、老工人共32人进行了采访。为保证采访的真实性、准
确性，采访进行同期录像录音。目前，根据采访资料，共形
成《赤壁城市建设大发展》《柳山湖镇的变迁》《蒲圻电厂建
设始末》《蒲纺总厂的改革与嬗变》四个课题的文字资料近
6万字，为赤壁70年发展史留下永久印记。

“防贫保手续简单，不需要这个部门找到
那个部门，赔付速度快，几天时间就为我家赔
付了4.7万元，解决了我们治病费用的焦虑。”
11月19日，赤壁市黄盖湖镇黄盖湖社区居民
付某对笔者说。

黄盖湖镇黄盖湖社区居民付某家庭3口
人，她今年2月被省人民医院确诊为子宫内膜
癌。3月1日入院治疗，总费用近6万元。8月
27日被省人民医院确认为子宫内膜癌术后复
发，治疗费用近7.5万元。10月7日入院化疗，
费用2.8万元，11月1日入院总费用近2万元，
后续还有4个化疗和30个放疗，预计医疗费用
15万元。

2019年1月30日，赤壁市赤壁镇九豪村村
民胡某，从太保产险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手中
接过5075元理赔款时，心情十分激动，这也是
赤壁市“防贫保”首例理赔案例。

车埠镇鸡公山村14组沈某家3月13日发
生火灾，太保赤壁支公司核赔五万元。

“防贫保好就好在不用出门，扶贫办、保险
公司到家里了解情况，符合条件的就赔了，时
间又快，几天的功夫钱就到账了。”赤壁市神山
镇钟鸣村2组村民岳某对笔者说。

从元月30日到目前为止，赤壁市申报防贫
保的防贫对象有1700户，通过上门核查符合条
件的防贫对象350户，赔付金额80多万元。

11 防贫对象：手续简便
2018年，赤壁市财政投入210万

元，为全市3万贫困边缘户和收入不
稳定的已脱贫户购买社会保障保险，
用于因病、因灾造成的返贫风险保障
费用，旨在通过此举提高贫困人口抵
御风险能力，为巩固赤壁市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成效、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提供保险服务保障。

“防贫保有文件依据，国务院扶

贫办、省扶贫办都相继出台了文件，
我市采取政府+保险的保障方式，由
市政府单列防贫保障保险基金，只设
定条件，不确定对象，凡农村人口因
疾病、因灾可能致贫、返贫时，均可申
请防贫资金扶持，由相关机构按照标
准和程序进行审核认定后，方可受防
贫扶持。”赤壁市扶贫办副主任吴普
清告诉笔者。

目前，赤壁市申报防贫扶持的防
贫对象遍布各个乡镇、各个村。为确
保申报对象符合申报条件，赤壁市扶
贫办每户都要入户核查，不是只要申
报了，就能享受防贫保。在入户过程
中，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上年底
国家贫困线3.5倍以上的对象，或者
申报对象有车、有房等明显硬伤条
件，就不能享受防贫扶持。

22 职能部门：把好关口

1月1日晚8时许，赤壁镇九豪村
6组村民胡某家中的厨房电线老化、
短路，引发火灾，经济损失约1.8万
元。1月29日，接到赤壁市精准扶贫指
挥部办公室的转办任务后，按照“简化
手续、优化流程、快捷赔付”的工作要
求，太保产险赤壁支公司迅速赶赴现场
开展核查工作，并出具核查报告，经认
定，保险公司决定赔付胡木堂5075元，
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了赔付。

据太保产险赤壁支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贫困边缘户和收入不高的已

脱贫户因火灾、爆炸、自然灾害（不含
地震、海啸）导致室内财产损毁，或因
交通事故导致被保险人家庭财产损
毁（不含机动车辆），且无责任方赔偿
部分，保险人就个人承担的上述费用
按比例赔付。在接到赤壁市精准扶
贫指挥部办公室的转办任务后，保险
公司应迅速开展核查工作并出具核
查报告，市内3个工作日、市外10个
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工作，对经精准扶
贫指挥部办公室审批备案，符合赔付
条件的，保险公司负责按标准在10

个工作日内以“一折通”形式给予支
付，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时间，
但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手续简便、能保尽保、快速赔付，
当然会受到防贫对象的欢迎，也使保
险公司赢得了这么多的锦旗，更重要
的是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防贫保是赤壁市稳定脱贫的有
效举措之一。但在漫长发展道路上，
防贫、防返贫是一场注定长久的战
役，也将是一场为百姓谋取更大、更
久福祉的战役。

33 保险机构：快速赔付

“防贫保”的赤壁情怀
○ 通讯员 袁俊

“灾难无情、太保有爱”“化繁为简、闪电理赔”……在太平洋保险公司赤壁市支公司，上楼梯的通道内，一
幅幅满含感激的的锦旗，挂满了墙壁。每一幅锦旗，背后都倾注着防贫对象的深情，都凝聚着太平洋保险公司
赤壁支公司的厚谊。循着这么多锦旗的足迹，也揭开了赤壁“防贫保”缘何如此受群众欢迎的秘密。

学践结合提升实效

赤壁交投集团主题教育走心走实
○ 通讯员 张升明 文斌 敏子 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