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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车埠镇芙蓉村有着40年党龄
的祝儒宗，今年71岁了，但他坚持参加村
里的每一期支部主题党日学习，并主动在
村图书室寻找资料，对在学习中感到模糊
的知识点进行释疑。然后走村串户，为村
民们宣讲党的政策方针，他说：我是一名
党员，我也是一名志愿者。

在芙蓉村，像祝儒宗老人这样，为村
民义务服务的志愿者，共有110多人。他
们有党员、也有村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心愿：让村庄更美丽，让生活更美好。

车埠镇芙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今
年4月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始建设，5
月底正式投入使用。谈起当初建站的初

衷，该村支部书记祝国鹏深有感慨：建站
是群众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今年来，赤壁市本着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战略目标，在全市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文明实践活动以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引领提升公
民道德素质为动力，构建起由市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三级体系构架。

“才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市里志愿者
来到我们村，开展志愿服务。书法家为我
们送春联，旗袍队、腰鼓队为我们表演节
目，科技志愿者为我们讲解农技知识等。”
该村妇联主任王意华介绍说。那时候，志
愿者来到村里开展活动，都会先给村里打
扫卫生。想到自己村里的卫生，却是志愿
者来打扫，王意华心里有些疙瘩，她想：我
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志愿者。于是，她开始

了自己的志愿行动，有空就在村里打扫卫
生。市里志愿者影响了王意华，而王意华
的行动也影响了村民，于是，一个、两个、
三个……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了11个人，
初步有了一支志愿队。

该村一组村民田秀林，以前是民办教
师。当看到志愿者的行动后，她开始寻
思：我能干点什么？这时候，她发现村里
留守儿童比较多，大都由老人照看，对孩
子的学习与身心健康成长缺少必要的引
导，于是她主动给留守儿童的家长打电
话，承担起辅导孩子作业，引导孩子身心
健康成长的重担。在村委会开便民超市
的但凤桃见到田秀林的行动，主动找到村
里，承担起接送孩子，并免费给偶尔没能
得到家长及时照顾的孩子做饭。

如今，该村志愿者越来越多，已经形
成了党员先锋志愿队、科普宣传志愿队、
治安联防志愿队、司法服务志愿队、医疗

服务志愿队、文化文艺志愿队、春暖关爱
志愿队及文明交通志愿队等8支志愿服
务队，共110多人。村里环境卫生、邻里
关系、乡风文明、社会治安，在这些志愿服
务队的大力推动下，得到了很大提升。村
民王桂清说：“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仅
让村民开心，更让村民舒心。搞得好！”

以志愿者为依托，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为阵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
以惠民利民为检验新时代文明创建活动
的标准，将志愿精神深植人心，实现志愿
服务由行政性、指派性，向习惯性、自发性
转变。目前，赤壁市在全域覆盖的基础
上，已建成新时代文明中心、文明实践示
范所6个，文明实践示范站55个。赤壁
市志愿者协会下设8个分会，近300支社
会志愿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4.5万人，
真正实现让志愿行动引导群众、群众服务
群众的文明实践新风尚。

赤壁推进“稳就业”工作

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12月16日，从赤壁市人

社局传来最新统计数据，截至目前，该市城镇新增就业
7728人，登记失业2156人，登记失业率2.89%。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
今年以来，赤壁市紧紧围绕中央关于就业创业的新部署、新要
求和全市重大事项、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将稳定就业工作摆在
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以及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六稳”工作
之首。为确保稳就业工作取得成功，该市人社部门制定推动

“稳就业”相关政策，及时掌握全市岗位、人员数量和用工需
求种类，根据企业用工特点，有的放矢，切实满足用工需求，
并成立工作专班，转变思维，创新理念，以抓好“稳就业”工
作，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和摩擦性矛盾，缓解企业基本用工，
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就业，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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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舞台
○ 通讯员 张升明 刘丹

橘岛迎来
采摘季

12月16日，陆水湖中央的橘岛上，前
来采摘橘子的游客络绎不绝，让橘农李立
新笑逐颜开。

橘岛位于陆水湖湖中央，环境清幽，
且远离污染。岛上所产的橘子，皮薄味
甘，一直深受市民喜爱。加之岛上自然风
光优美，游客常常在采摘季将这里当作旅
游打卡地，每天都有上百人前来采摘游
玩。据李立新介绍，因天气原因，今年的
橘子产量较之往年有所下滑，但价格比往
年好，每公斤能卖到15元左右，收入比往
年还将有所上升。

通讯员 张升明 摄

12月12日，周四，一大早，76岁的陈
炎发和他的老友谢从华、朱东声像往常一
样，来到和尚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轻车
熟路从大厅左边楼梯上到二楼书画室，备
好笔墨纸砚，准备开始“舞文弄墨”。

陈炎发是赤壁市诗词学会蒲圻分会
会长，每周一至周六，他的老伙伴们——
赤壁市诗词学会蒲圻分会会员们，都会来
此挥毫泼墨，切磋诗词。

“走三步再转过来，慢慢收伞。”在社
区的三楼，58岁的社区文艺会长邓智琼
正带领着姐妹们，在舞蹈室排练舞蹈。为
了不影响社区其他群众活动，这支80余
人的文艺队每周固定三天时间在这里排
练，为全市及社区等各类庆祝活动时刻准
备着。

在今年6月份之前，陈炎发与他的老

伙伴们还在烟草、水产等退休前的单位借
地“打游击”；而邓智琼与她的姐妹们，还
在一桥底下、露天方块等空旷的地方开展
活动，像没有组织的草台班子，风吹日晒
雨淋。

如今，他们都有了“家”。这得益于社
区积极响应赤壁市反对“新衙门”作风的
专项整治。以前，社区有23名工作人员，
却有19间办公室。今年6月份，在作风
专项整治的推动下，19间办公用房全部
改成书画室、儿童乐园、舞蹈室、谈心说事
室、道德讲堂等功能用房，便于居民群众
休闲娱乐，搭建党群连心桥。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社区还组
建14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有注册志愿
者202名。组织开展了“清河行动”、党风
廉政建设宣教月书法笔会、儿童书法培

训、“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母亲节活
动、“泡沫之夏”亲子活动、庆祝建党98周
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等大型
活动。

“衙门”拆了，群众进来了，社区工作
人员去哪儿了呢？

花茶厂小区是个老旧小区，这条居民
进出必经之路最高落差有3米左右。9月
份，这条路塌方了，和尚岭社区“走街巷连
民心”工作队发现了这里的问题，这事等
不得，工作队立即上报住建局并将其纳入

“背街小巷”整治项目，不仅修好了路还装
上了防护栏。

以前，“民不举，官不究”。现在，和尚
岭社区拆了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成了“走
街巷连民心”工作队员。大伙带着红袖
章，一周至少有4个工作日都在社区里

转，收集问题线索，变“坐等”服务为“上
门”服务。并按照下单、派单、单位接单、
信息员跟单的街巷巡查工作全链条跟踪
销号机制进行问题处理。

自和尚岭社区成立“走街巷连民
心”工作队以来，共发现问题线索 46
条，现场处置36 条，未能及时处置解决
的10条，已与共驻共建单位对接，并列
入后阶段工作重点，现已解决6条。

社区还联合市委办公室、蒲圻办事
处、市财政局、市委党校、团市委、蒲圻高
中、市公交集团、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市
市场开发服务中心9家单位成立社区“大
党委”。社区开出“需求清单”，“大党委”
提供单位资源清单，解决社区疑难问题，
共同为服务老百姓献计出力。

社区办公室改成群众活动室

和尚岭居民“家门口”的服务大变样
○ 通讯员 吕蓉 钟晓阳

赤壁林业局

荣获全国先进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刘丹报道：12月11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发布《关于表彰2016—2018年度全国森林防火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授予赤壁市林业局等117个
单位“2016—2018年度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近年来，赤壁市林业局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坚持将森林防火工
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在森林重
点防火期内，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定期组织各成员单位，在重点
时间节点到重点林区地段督办检查防火工作，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坚持树立森林防火没有淡季的工作理念，不断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防火意识，确保防火宣传横向到边，纵
向到角，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市森林防、扑火能力
持续增强，连续10年没有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伤亡事故。

赤壁城管执法局

拆除高空违规广告牌
本报讯 通讯员聂爱阳报道：12月13日，在赤壁市东

洲大厦，一辆高空作业车载着两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高空
作业，对高空违规广告牌进行全面拆除。

东洲大厦共有8块违规广告牌，面积约560平方米。
这些广告牌没有依法办理审批，不仅设置不规范，影响市容
市貌，还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对行人及车辆的通行安全
造成威胁。前期，市城管执法局对违规设置业主进行法律
法规的宣传，并对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今年以来，赤壁市城管执法局按照相关要求，加大巡查
力度，坚决打击各类违规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行为，共组织拆
除行动16次，拆除各类违规户外广告680余处，拆除面积
约15000平方米。

赤壁税务局

优质服务获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杨鹃报道：“感谢你们的服务，帮

我挽回损失。”12月13日，纳税人赵殊遇女士拉着办税服务
厅车购税窗口工作人员连连感谢。

不久前赵殊遇女士在赤壁某车业购买了一辆三轮摩
托车。由于车行不慎，开票时将车辆购买方赵殊遇的姓名
录入错误，并以错误发票信息完成了车辆信息录入、车辆购
置税缴纳事项。赵殊遇前往公安部门注册登记时发现姓名
不对，车辆无法正常上牌，也无法退回给销售方再销售。

赤壁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得知后，积极联系相关单位，
经各方协调，最终定下以退税方案最快给纳税人办理错误
信息申报退税。退税完成后错误信息已消除，赵女士重新
开具了机动车统一发票，顺利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事宜。
税务人员热情优质的服务，赢得了赵女士连连称赞。

赤壁市场监管局

开展食品安全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姜洪、周怡娟报道：13日，赤壁市2019

年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班开班，该市学校、幼儿园、大型食品
生产企业及经营单位的170名食品安全管理员参加培训。

由赤壁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举办的本次培训，
邀请第三方培训机构武汉优学食品安全培训网专家陈安平
教授，对食品安全相关政策法规进行解读，并就食品安全网
络学习进行了现场讲解、操作流程辅导。

近年来，赤壁市加强对学校、幼儿园、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企业等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教育管理，明职责，守底线，进一步
强化学校、幼儿园、食品生产企业及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坚持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制度，督促建立个人培训档案，
确保食品安全培训落到实处，提高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责任意
识、风险意识，自觉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

中伙铺镇重拳出击

依法拆除违规建筑
本报讯 通讯员熊潇、邢红霞报道：12月13日，中伙铺

镇政府联合赤壁市住建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管执法局
重拳出击，对高新产业园区规划范围内和红旗桥水库生态
红线保护范围内的抢占抢建违法建筑进行坚决拆除。

中伙铺镇地处城市郊区，产业园规划区内村民抢占、抢
栽、抢建时有发生。为规范农村建房管理，维护正常的土地
管理秩序，中伙铺镇政府联合多家单位对多个村落的违法
建筑进行拆除。来自多个职能部门的60多名工作人员和
执法人员，历时6个小时，共拆除违法建筑10余栋。

下一步，中伙铺镇政府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按照“政
府主导、全面清理、逐级负责、分类处置、依法整改”的原则，
对各类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进行整治、拆除和取缔。

本报讯 通讯员吕蓉、丁铮铮、王文
海报道：12月14日，泉洪岭村周细珍家的
老屋被夷为平地，梗在她心里的一块石头
随之落地：再不用担心它倒了砸到人。住
在周边的群众拍手叫好：进进出出再不用
提心吊胆。和周细珍家的老屋一样，村里
其他80余户空心房、危房也将全部拆除。

赤壁市官塘驿镇泉洪岭村共有12个
村民小组，397户1792人，曾是个贫困村，
这几年随着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落实，于
2017年实现了“村摘帽、户脱贫”。村民陆
陆续续建起了漂亮的小楼房，许多老房子成
了空心房、危房，不仅占用村民的宅基地，还
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安全。村“两委”提议：

对全村空心房、危房进行拆除和整理。
泉洪岭村的空心房、危房要拆！消息

一传出，村里炸开了锅，有人赞同：自己想
拆不敢拆，村里集中拆了好，安全！有人
反对：听说拆了会把地给划走，不行！

为此，村“两委”班子一一上门做工
作，拆除后的宅基地一是让符合政策的村

民建房，二是引导村民三种（种菜、种花、
种树）美化环境，三是修建村民活动中心
和村民说事凉亭。并且拆除后村里包清
理建筑垃圾和平整地块。村民心中的疑
虑打消，纷纷赞同拆除。截至12月 17
日，80余户空心房、危房已拆除8户，项
目计划6个月完成。

泉洪岭村拆除空心房危房

安了居民美了环境

以志愿者为依托，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以惠民利民为检验新时代文
明创建活动的标准，将志愿精神深植人心，实现志愿服务由行政性、指派性，向习惯性、自发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