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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请出示健康码”“请
配合测量体温”……3月21日，
咸通高速马桥收费站卡点，车来
车往有序通行，市交通物流发展
局值守人员江斌正在这里忙得
不亦乐乎。

自3月12日，市新冠肺炎
防控指挥部颁布《关于人员安
全有序流动的通告》后，大家都
急着返岗，返咸离咸人员、车辆
不断增多，对江斌和同事们来
说，忙到没有时间喝水、吃饭已
成常态。

记录数据显示：刚刚过去
的 120 个小时里，进城车辆
3028台、人员6816名，出城车
辆3724台、人员9972名，人流
量和车流量都达高峰。

该局职工毛小丽将四岁的
女儿和刚一岁的儿子交给母亲
看护，也忙碌在值守点上。前
两天，她儿子磕破了下巴，血止
不住。看着面前排着长队的出
行者，她只好辛苦母亲带着两
个孩子去医院。

负责维持现场秩序、核查
信息的李玮、张文聪，连续站了
十来个小时，不停地对出行者
解释需要提供哪些通关手续，
对操作手机生疏的老弱妇孺进
行指导甚至代为操作。

李玮更是腰椎病复发、膝
盖疼痛，每天执完勤就往医院
做理疗，她说：“虽然身体疼痛
但很有成就感，一定要把好防
范疫情第一道关。”

像这样不顾自己安危、不
顾一家老小的例子不胜枚举。
据介绍，自1月25日咸通高速马
桥收费站设置疫情防控卡点以
来，该局已组织37名干部职工
在此24小时制轮值28个日夜。

从雨雪霏霏到杨柳依依，
从冻得四肢麻木到晒得汗流浃
背，一直在现场协调的市交通
物流发展局局长王武元说：“目
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这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
也将继续坚持，直到赢得这场
战疫的全面胜利。”

市交通物流发展局值守人员

不获全胜不收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莉敏 通讯员 徐慧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
朗、通讯员王俊报道：3 月 22
日，通山县黄沙铺镇百余名大
棚蔬菜种植户赶到镇政府，向
市县农技员请教技术。市县农
技员对大棚蔬菜的种植前景、
经济效益、栽培管理作了通俗
易懂的讲解，带来的200多份大
棚蔬菜资料也被争抢一空。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了社会
稳定零上访、疫情病毒零传播、
零感染的“三零”成效后，该镇着

力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出
台了对种植大棚蔬菜的专业大
户给予免除土地承包金、优先
办理贷款、优先提供技术指导
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调动了农
民建大棚、种蔬菜的积极性。

梅田村村民阮会永共种植
8个蔬菜大棚，听完课后还请县
农技员去他家大棚指导防治病
虫害。目前，黄沙铺镇共发展
果蔬基地 21 个，大棚蔬菜 15
个，面积1050亩。

通山县黄沙铺镇

发展大棚蔬菜1050亩

“点对点”发送专车148辆

咸安输送外出务工人员4159人
本报讯 通讯员晏辉、刘

超报道：3月13日46人，15日
158 人，18日 344人……24日
1300人。这一串串的数字，是
咸安区人社局“点对点”包车送
出的外出务工人数。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
好，复工复产逐渐开展，外出务
工存在手续繁琐、交通不便、有
感染风险等问题。咸安区人社
局始终将人民的需求摆在工作
的首要位置，积极组织，全力服
务，帮助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该局设计了外出务工需求电
子调查问卷，在各媒体平台发
布。对于一些居住偏远的住户，
组织乡镇人社中心工作人员入户

调查登记，同时依据“点对点、一
站式”输送务工人员服务保障流
程，与交通、防疫等部门协调确定
专线、专车、专人、专送办法，照单
找人、核实本人意向，两天时间内
确定乘车人员。上车前，工作人
员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和卫生消
毒，按规定给返岗人员检查健康
码、测量体温，并要求他们乘车
期间全程佩戴口罩，隔位而坐，
严控载客率，保证不高于50%。

截至3月24日，咸安区人
社局以“点对点”方式输送务工
人员赴省外务工，总计发车148
辆，输送4159人。自驾出省务
工车辆8469台、25626人，共计
外送务工人员29785人。

巾帼带班
勇创新

19日，在咸安经济开发区华宁防腐
科技产业园衬胶车间，衬胶技术骨干冯
友华正在钢结构做衬胶。

51 岁的冯友华已从事衬胶工作 33
年，她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带
领的衬胶甲班荣获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全国工人先锋号”，其产品和服务走出
了国门，走向了欧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 星 摄

一、提案委员会（35人）
王天明 王守金 王明勇 尹新发 石 聪
刘秋芬（女） 刘新海 刘赛琼（女） 许关欣 孙 强
杜欣艳（女） 李剑锋 杨忠梅（女） 杨斌斌（女） 肖 平
吴 铭 吴凤友 吴宏钧 吴国龙 吴晓丽（女）
余英志 张安云（女） 陈 平 易大文 周燕红（女）
赵 东（女） 饶浩瑶 耿 凡（女） 高 晟 唐 兵
黄刚良 黄翠萍（女） 葛 婷（女） 程文敏 曾庆祝
二、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48人）
王 玲（女） 王丹青（女） 王永蓬 王海平（女） 毛联辉
甘 萍（女） 甘锦旺 田子鹏 吕雪英（女） 朱洪亮
华建国 阮 鹏 孙福勇 李 莉（女） 李 翔
余功平 宋关臣 宋昵荔（女） 张名旗 罗显忠
周文平 周方亮 郑光勇 郑绍方 胡晓燕（女）
钟 芳（女） 饶自斌 贺敏雯（女） 袁金娥（女） 徐先军
徐刚健 徐学利 徐海浪 高又玲（女） 唐 政
涂红珍（女） 章 冰 章友伟 彭光平 傅火金
曾卫平（女） 廖志桁 熊 健 樊 军 镇 权
黎尧文 黎翠霞（女） 魏 佳
三、农业和农村委员会（42人）

王 统 王文绍 石 峰 伍淑军 刘 忠
刘宏斌 刘晓清 刘清平 许进富 孙高峰
李 忆 李 军 李 敏（女） 吴中苏 吴永清
沈成艳（女） 沈其文 宋登发 张元生 张加川
陈 武 陈 浩 陈中革 陈菊红（女） 罗小虎
定 辉（女） 胡新功 秦建平 贾继平 顾兴旺
凌 晨 谈荣锋 黄章强 黄朝霞（女） 盛腊春（女）
彭春娇（女） 程东林 童光耀 鄢文军 阚晚西
熊 璇 潘静波
四、教科卫体委员会（46人）
王 会（女） 王林甫 王定淼 方 旭 艾细凤（女） 宁志丰
皮定宇 吉茂志 朱 敏 刘 芳（女） 刘传龙
刘传华 刘莎莎（女） 江 波 汤会礼 杨 洁（女）
吴光明 吴相梧（女） 沈秀珍（女） 宋旭余 张巧玲（女）
陈 芳（女咸安） 陈应龙 陈睦富 陈慧平（女） 金 华（女）
金玉华 周太平 周光军 袁宏安 袁钧蓝（女） 聂新强
桂正超 唐学林 盛 泰 梁安良 程学文 曾晓燕（女）
雷 春（女） 虞冬辉（女） 鲍翠玉（女） 阚远全 熊 鸿
镇水清 镇卓飞 黎海林
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44人）
王崇琳 毛武威 龙华云 朱 海 乔荣蒲（女） 庄 英（女）
刘 宁 刘红玉（女） 孙华山 孙唯一 严喜勤

李 亮 李家庚 吴文芳（女） 吴桂时 余慧薇（女）
汪红梅（女） 宋 超 张丽平（女） 张德英（女） 陈文刚
陈红卫 陈 芳（女市直） 陈社会 罗青松 金 芳（女）
周 娟（女） 周 斌 孟 科 欧阳为林 胡永红
饶坤罗 姜玉婷（女） 聂宏元 高 伟 郭 刚
黄 珊（女） 龚呈伟 曾 娴（女） 游世光 谢亚芳（女）
蓝 琼（女） 廖朝晖（女） 熊新元
六、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委员会（40人）
马红星 王言洋 邓 磊 甘亚萍（女） 甘受益 石 恒 吕 芳（女）
朱运英（女） 华成浩 华晓雯（女） 刘从斌 刘传禄 刘会柏 李 勋
吴建雄 余仁强 余艳萍（女） 应朝明 沈 芳（女） 张 恒 张远林
张旺宝 陈夷平 郑仁华 饶咏章（女） 胡明豪 袁慎彬 郭扬城
涂江平 黄四生 龚刚春 程世浠 舒晓玲（女） 释心平 释延嵩
释果浩 蔡亚庭 蔡学军 魏 鹏 魏章明
七、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35人）
王 芳（女） 王向阳 王亲贤 王振华 尹军英（女） 邓丹萍（女）
石桂芳（女） 匡 烨（女） 吕志新 刘汉华（女） 刘旭川 孙和平（女）
孙琼鹏 李 霓（女） 李慕云（女） 杨志文 吴普林 沈小龙
宋 东 张 军 张佳良 陈建中 周 胜 周 艳（女）
胡卫平（女） 胡春弟 胡晓锋（女） 徐 波 徐水仙（女）
徐红梅（女） 黄 胜 常志华 覃修毅 赖 敏（女） 雷志忠

政协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
（2020年3月16日市政协五届二十六次主席会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赵宗桓同志逝世
原咸宁地区政协联络组副组长赵宗桓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年3月24日在温泉逝世，享年89岁。
赵宗桓同志病重和住院期间，市委、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先

后到医院看望，赵宗桓同志逝世后，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
式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赵宗桓，1931年9月生于湖北南漳，1949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
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8月起历任咸宁地区商业局局
长，咸宁地区供销社主任，咸宁地区财办副主任，中共咸宁地委统战
部部长，咸宁地区政协联络组副组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区两级
坚持疫情防控与社区治理两手抓、两
促进，通过全域覆盖建强小区党支
部，选派“第一书记”，建设楼栋长队
伍和志愿者骨干队伍，打造一支“永
不走”的社区治理队伍，真正做到了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组织”，为
我市在全省第一个实现新冠肺炎患
者整市清零作出了突出贡献。

咸安城区作为咸宁市主城区所
在地，辖3个街道、27个城市社区，划
分为222个网格单元，一直以来是全
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主阵地。
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社区人手不足、
网格员力量薄弱等问题。

咸安区永安办事处同心路社区6
个网格小区，基本上都是无物业管理、
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三无”小
区。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疫情，要
做好方圆1平方公里、768户、2742名
居民的疫情防控工作，咸安区永安办事
处同心路社区12名工作者感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基层的困难，第一时
间反馈到了社区联系包保单位——
市委组织部和区委组织部。

群众的呼声就是党员干部努力
的方向。市委组织部在全市启动了

“亮身份、践初心、比作为”活动，区委
组织部在全区迅速下发了《致广大党
员的倡议书》《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疫

情防控工作“十带头十不得十必
须”》，全面动员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
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民警、物业
人员、居民等7支力量参与社区防控
工作。联系包保同心路社区的市区
六家单位78名党员干部来了，永安办
事处3名驻社区党委成员及干部来
了，社区25名党员志愿者、63名居民
志愿者、35名楼栋长来了……他们和
社区原有工作者一起，汇成了同心路
社区防控工作的“铁军”洪流！

人的力量来自组织。在同心路
社区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群防群控
突击队临时党总支，组建了两个卡点
和公共应急3个临时党支部、6个网
格党支部、8个小区党支部，8个单位
派出第一书记；公共应急临时党支部
组建了综合协调、环境消杀、日常巡
逻、医疗保障4个党小组；每个网格党
支部组建了入户摸排、物资配送、居
民服务3个党小组，以完善的组织体
系提升了社区党委的组织力，实现了
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组织；有群
众的地方，就有党的工作。

通过健全组织体系、定人定岗定
责，同心路社区在全区率先实施了

“每两天四天每户出来1人购买物资、
外地返回社区人员劝返、开辟固定种
类车辆绿色通道”等举措，实现了防
控各项工作的早启动、早部署、早落

实。截止目前，社区没有一例“疑似
病例”、没有一例“确诊病例”。

市委组织部、咸安区委组织部以
同心路社区为试点，结合疫情防控期
间建立的小区卡点临时党支部，将全
区网格内的所有小区按照“单位自管
小区、物业管理小区、‘三无’小区（含
散住居民区）”三种类型，全覆盖建立
功能型党支部。重点抓好“三无”小
区党支部建设，按照“就近便利”原
则，将散居户较多网格进一步细分为
若干个片区，以地缘关系建立片区型
小区党支部。全区已建立单位自管
小区党支部263个、物业管理小区党
支部165个、“三无”小区党支部250
个，共推选小区党支部书记678名、党
支部委员1520名，真正做到了“哪里
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组织”。

3月8日起，按照一个小区党支
部一名“第一书记”的要求，主要由负
责疫情防控包保的市区两级机关企
事业单位选派1名党性过硬、能力过
硬、作风过硬的同志，担任小区党支
部“第一书记”，加强小区防控和治
理。市区两级共选派“第一书记”652
名，街道社区共选派“第一书记”13
名，其中市区单位中层以上干部586
名、占比88%，下沉干部转任选派622
名、占比93%。

同时，咸安区配齐网格员队伍，加

强楼栋长队伍和志愿者骨干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永不走”的社区治理队伍。

坚持党员优先，通过个人自荐、
居民推荐、社区委任等形式，从物业
小区和单位小区中每个楼栋推选1名
楼栋长，从散住居民区中按照每30
户 1人的标准推选1个中心户，负责
协助网格员做好辖区内疫情防控工
作，并作为今后打通小区治理“最后
一百米”的主力军进行储备使用。目
前，全区共推选楼栋长（中心户）1167
名，已实现所有小区（含散住居民区）
全覆盖，极大地促进了社区治理往小
区落地、在楼栋扎根、向住户延伸。

组建小区骨干志愿者队伍1930
名，疫情期间主要是负责卡点值守、物
资配送、政策宣传等疫情防控工作，疫
情之后将带头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文
明城市创建、小区治理等志愿服务工
作，进一步推动志愿者骨干力量从疫
情防控第一线走向小区治理第一线。

咸安区正在完善一套“永不走”
的管理、保障和考核机制。每个小区
党支部每年落实1万元工作经费，物
业管理小区和单位自建小区由物业
公司和所属单位全额负责经费保障，

“三无”小区由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50%经费保障。每名志愿者按照每
人每月100元标准，发放交通和通讯
补贴，所需经费由区级统筹落实。

打造一支“永不走”的社区治理队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通讯员 王腾 谢守胜 王梓琪

市区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全域覆盖建强小区党支部，选派小区

“第一书记”，建设楼栋长队伍和志愿者骨干队伍——

本报讯 记者刘会文、通讯员
周香玲报道：3月10日下午，咸安区
温泉办事处希望桥社区“三无小区”
玉鑫花园的 73 户居民在小区党支
部成立的第二天，便自发在小区院
内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既拉近了
邻里关系，又活跃了和谐小区的氛
围。

据悉，一直以来，玉鑫花园的小
区管理是个令人头痛的老大难问

题，既没有物业，又没有保安，更没
有主管单位，是附近有名的“三无小
区”。小区内所有大小公共事务，平
时都是业主刘汉陆主动站出来义务
主持。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包保值守的市经信局、咸宁日
报传媒集团两家责任单位，组织13名
党员志愿者轮流日夜值守、用心服
务，还与小区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这次，借市防控指挥部关于加强
城区小区党组织建设之机，两家责任
单位经过商议，并报请希望桥社区党
总支批准，3月9日，玉鑫花园党支部
正式成立，市经信局党员志愿者镇文
锋任第一书记，业主谢丁担任支部书
记，郝文平、黄维为支部委员，解决了
小区73户居民长期找不到“组织”的
难题。

3月10日上午，玉鑫花园党支部

召开了第一次支委扩大会。镇文锋
到任第一天，就决定组织小区居民开
展一次卫生大扫除活动，通知在小区
业主群里发出后，没想到一呼百应，
家家户户带着工具参与，不到40分钟
运走两大车垃圾，把小区大院打扫得
干干净净。

推选为楼栋长的刘汉陆说，我们
要把过去的“三无小区”变成有组织、
有行动、有效果的“三有小区”。

玉鑫花园：三无小区变三有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