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20 20 年12 月4 日 星期五

E - m a il:xn rb xw b＠16 3 .c o 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江世栋

电话：0 7 15—8 128 7 7 0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持续推动“六大”活动成果转化应用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3 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我市有弱降水；4～5 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多云转晴天。具体预报如下：3 日：阴天有零星小雨，偏北风2～3 级，5～8℃；4 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 级，2～9℃;5 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 级，2～8℃。

服务热线： 56869

赤壁市红旗桥社区

党员“双报到” 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王小军报道：11 月 5 日，

在赤壁市蒲圻办事处红旗桥社区，下

沉到该社区的赤壁高新区“双报到”

党员廖春华拿着下水道改造设计图

纸，对照现场，一步一步检查验收。

廖春华介绍，社区这段下水道改

造工程有3公里左右，虽然线路不长，

但是穿插社区的主要干道，是为民服

务办实事的十大民生工程之首，不能

有半点差错。

近年来，赤壁高新区“双报到”党

员干部下沉到该社区，以服务社区群

众为根本，以改造社区环境为特色，

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以前只要下雨，雨水混合着污水

就流到我家门口，时刻都要清理。天晴

以后，又是难闻的味道，现在这些麻烦

都没有了。”红旗桥社区居民盛福瑞高

兴地说，在党员干部的亲力亲为下，困

扰社区多年的一条老旧排水管道得到

全面改造升级，解决了“老大难”。

此前，“双报到”党员干部在走访

入户调查中，以收集“微心愿”的形

式，向 8000 多名居民征集愿望，一条

3 公里左右的下水管道改造，成了居

民反映最多的难题。

赤壁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陈水波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

作出安排，千方百计为居民解决这一

难题。他说：“党员做好下沉工作，第

一要务就是解决群众所急所盼。”

就在上个月底，投资60 余万元的

下水管网改造升级工程全面完工，投

入使用。

红旗桥社区作为工业园区所在

地，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

境。然而，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社区

内的一座便民桥损毁严重，影响了群

众安全出行，此问题也很快反映到了

“双报到”党员那里。

为此，赤壁高新区积极协调有关

部门，拿出改造方案。目前，一座新建

的20 米长便民桥已经开始施工，两个

桥墩打桩工作已完成80%的工程量。

据悉，像这样的民心工程，赤壁

高新区“双报到”党员干部一一列出

清单、挂图作战，在最短的时间内完

成。

不仅仅是改善社区环境，赤壁高

新区还不断组织富余劳动力，对接企

业就近务工。

“原来养了几头猪，劳心劳力也

赚不了几个钱，现在我夫妇俩在企业

上班，奔小康没问题。”居民卢爱民高

兴地说，在党员干部的帮助下，他们

在离家不到 1 公里的企业找到了工

作。

像卢爱民一样，在社区附近就业

的还有800 多人。

本报讯 通讯员易玲报

道：11 月 29 日至 30 日，通城县

纪委监委开展了为期一天半的

党风廉政学习培训活动，100 余

名纪检干部参加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日常监督工

作如何开展、如何预防扶贫领

域里的腐败问题，扫黑除恶的

成效与做法等。“这次培训有鲜

活案例，有数据，有图片，为我

带来了很多收获，感觉非常实

用，以后办案心里更加有底

了。”培训结束后，大家纷纷表

示，这次培训非常“解渴”。

今年以来，通城县纪委监

委零容忍惩治腐败，坚毅护航

通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查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31
起，党纪政务处分31人，组织处

理 91 人；处置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线索 44 件，立案

32 件，党纪政务处分 40 人，组

织处理 28 人，留置 3 人，移送司

法机关9人；持续深入开展城市

“两违”整治、工程招投标领域

腐败专项治理，共立案查处违

纪违法案件 17 件，党纪政务处

分19人，组织处理12人。

通城纪委监委

加强培训 惩治腐败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社区见闻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孙

金龙、皮道琦报道：“现在能把更多时

间、精力投入到政策宣传和为居民服

务中去，我们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居

民也更加满意。”11 月 11 日，在谈及

社区减负增效工作时，嘉鱼县鱼岳镇

樱花社区党总支书记姜涛感慨道。

指着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门

口的社区党总支、居民委员会、居民

监督委员会以及退役军人服务站的

牌匾，姜涛告诉记者，很多不必要的

牌子都摘掉了，“社区干部的工作量

明显减少，仅窗口服务量就减少了

70%左右。”

今年以来，嘉鱼县对职能部门委

托社区协助办理的工作事项进行全

面清理，形成了包括22项依法履职和

涉及民政、人社、公安、卫健等23项社

区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的两张工

作清单，明确取消9项摊派事项。

该县还印发规范社区考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到年底，社区评比创

建、社区工作者参加的各类会议和完

成的各类台帐压缩 50%以上”的工作

目标，探索建立“社情民意一口清”考

核评价体系，把对网格（小区）基本情

况熟悉程度、居民满意度等比重上调

至60%。

调整社区规模、明确职责边界、

规范考核评比、清理机构牌子和严格

印章管理，在精心做好社区减负这道

“减法”的同时，该县也同步做好社区

服务的“加法”。

在东街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的一间会议室里，县巡察办干部、鸿

昌小区党支部第一书记杨金琪，正在

与社区对接主题党日活动方案。鸿

昌小区一位党员提出，能不能帮助党

支部协调一间党员活动室。杨金琪

二话没说，拿出电话开始联络，几分

钟内就联系到一家小区共建单位解

决了问题。

像这样的场景，在嘉鱼城区的各

个社区每个月都能看到。

今年，嘉鱼通过构建“社区党委

（党总支）—网格（小区）党支部—楼栋

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架构，建

立县直单位包保联系网格（小区）制度

和加强小区党组织阵地建设等措施，

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目前，该县将城区 8 个社区调整

为9 个，划分管理网格105 个，合理布

局 129 个小区党支部，从县直单位选

派 96 名“第一书记”，66 家驻区单位

参与共驻共建，4920 名县直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党员到所在小区党支部报

到，强力带动社区治理。

“下沉的不止人力，还有财力和

智力。”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如意表

示，已形成从“不骚扰”到“帮社区”的

转变，为社区治理增添了雄厚力量。

工作负担的“减”与人财智的

“加”，带来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明显提

升。

樱花社区按照“困难群众天天

帮、矛盾纠纷天天调、政策精神天天

讲、重点群体天天谈、服务事项天天

办、重大情况天天查、民情民意天天

访”的社区治理“七天工作法”，已基

本实现“小事不出小区、网格，中事不

出社区，大事不出城区”的良好治理

格局。

嘉鱼：“加减法”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田间传技

助农增收
12月2日，嘉鱼县潘家湾镇金润农

业科普示范基地，当地农技专家冯源
峰在为菜农传授蔬菜冬管技术。

进入冬季，该县组织多批农技专
家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农
户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确保冬季蔬
菜提质增效，农民增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李文军 孙双凤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袁俊报道：“科技下乡服务队

真是帮了我大忙，解决了我这半年来的

养殖困惑。”12月1日，在赤壁市新店镇

朱巷村油鸡养殖基地，贫困户沈书林满

心感激。

今年 50 岁的沈树林是残疾贫困

户，通过镇村干部牵线搭桥，在基地承

包了油鸡养殖，每个月有 2800 元收

入。今年疫情解封后，由于技术不到

位，他喂养的油鸡成活率很低，科技扶

贫服务队上门给他讲解养鸡技术，提高

了成活率。

近年来，赤壁市举全市之力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9780
户 34813 人已全部脱贫。如何巩固脱

贫成果？赤壁市以乡镇为主体，多措并

举，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

今年以来，赤壁以市场为导向，以

增收为核心，组建以科技服务扶贫的科

技下乡服务队，走进村庄、田间地头现

场指导，让科学技术成为贫困户争相学

习的致富手段。

截至目前，通过科学技术服务队的

努力，全市产业发展体系不断完善，以

“企业+基地+农户”示范带动等发展模

式，培育了市级以上“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示范村 132 个。以茶叶、小龙虾、猕

猴桃为核心的农业产业体系，让农户都

能从产业中获得稳定的收入，有效防止

返贫。

该市人力资源部门与企业建立劳

务扶贫协作框架协议，通过信息共享机

制、劳务协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对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进行技能培训，由企

业接纳贫困人口进厂就业。

“真心感谢党的精准扶贫好政策，

让我放心地从沿海地区返乡就业。在

广东打工的收入除去开销，跟现在家门

口就业差不多，在家还能照顾老人和小

孩。”在余家桥乡冷家湖村一家农业加

工厂，工作了一年多的贫困户周神林感

激地说。

截至目前，该市对有劳动能力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未

就业劳动力1457
人，已全部安置

就业。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碧绿的

茶园一望无垠，清新的空气沁人心

脾……11 月 30 日，走进通城县沙堆

镇九井峰茶文化品赏园，茶香四溢，

一座现代化茶产业发展基地跃然眼

前。

“九井峰茶文化品赏园是按‘一

园六区’建设的，整个投资 9000 多万

元，由沙堆镇政府和福人药业共同打

造而成。”湖北福人九井峰茶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邹鹏程说。

九井峰茶文化品赏园项目以茶

旅融合的形式规划建设，分为旅游服

务区、主题体验区、果林采摘区、茶园

观光区、茶文化展示区、康养度假区6
个区域，大力推进信息化体系建设，

引导农户种植，助力精准脱贫、农民

致富。

47 岁的沙堆镇港背村贫困户王

春明，背部腰椎做过手术，患有肾病

综合症，身体状况不

佳，两个孩子上学，

生活困难。

“村里安排我在

这片茶园采茶，已经有五年了，就靠

采茶给我女儿生活费，现在她已经大

学毕业了。”王春明每天采茶收入 80
元，一年能赚15000 元。

园区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结对帮

扶基地所在村组贫困户60 户，通过扶

贫贷款参股分红、临时用工和茶叶采

摘支付工资等方式，每年增加贫困户

收入180 余万元。

同时，园区每年可为当地农民提

供长期和季节性用工岗位 2000 个以

上，推进了当地产业扶贫，带动了贫

困户脱贫增收。

该园区将通过举办茶文化博览

会、茶乡桃花旅游节、茶道竞技大赛、

山地自行车赛、学生冬夏令营等节庆

赛事，吸引广大民众参观游览，力争

以茶产业优势带动当地旅游业大发

展，助推沙堆镇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今的九井峰茶文化品赏园，以

茶带旅、以旅兴茶，集中打造“万亩茶

文化观光公园”，已成为湘鄂赣周边

群众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田园观光、

户外运动的热门“打卡地”。

通城九井峰茶文化品赏园

茶旅融合助脱贫
赤壁巩固脱贫成果出实招

科技下乡防返贫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11月29日晚上10点，通山县城区开展全域喷洒消毒，加强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此次消杀，县城管局出动1辆雾炮车、4辆洒
水车、6辆微型步道冲洗车，对城区道路、街面、隧道等公共区域，以
及所有校园及周边、农贸市场等进行集中喷洒消毒。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徐大发 通讯员 方建新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周若涵、

王冰报道：“太方便了，扫个码

就可以支付。”12 月 1 日，在咸

安区大幕乡常收村村委会便民

服务大厅里，63 岁的村民刘女

士通过微信扫码缴纳社保费，

全程花费不到一分钟。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方便

全区特别是偏远乡镇居民缴纳

社保费，咸安区税务局不断深

化与各大银行及金融部门的协

作，在原有的手机 APP 缴费基

础上，历经两个月的不间断测

试，在全市率先与汉口银行咸

安支行联合开通个人社保线上

扫码缴费系统，缴费人通过支付

宝或微信扫描二维码就能轻松

缴费，无需另行下载APP或关注

公众号，最快仅需 20 秒就能完

成全部操作，更显方便快捷。

咸安区税务局还印发近万

份宣传单页，组成税宣小队驻

各村委会、社区，手把手辅导缴

费人使用手机独立办理缴费业

务，全区超七成居民选择通过

手机“足不出户”参保。

咸安税务局

社保费“扫码付”最快2 0 秒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

讯员致远、丽娜报道：12 月 3 日

下午，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冬春

火灾防控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后，我市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副

市长吴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吴刚指出，冬春季节历来

是火灾事故的易发期和高发

期，生产建设频繁、节庆活动增

多、季节性特点导致火灾风险

加大。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发展理念，清醒认识

当前消防安全面临的严峻形

势，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上来，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实化工

作举措，坚决打好冬春火灾防

控攻坚战，确保全市消防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

吴刚要求，要迅速掀起冬

春火灾防控工作强大攻势，打

一场群防群治的“人民战争”。

坚决做到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消防基层基础建设、消防宣传

教育培训不放松。要强化组织

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冬春

火灾防控工作取得实效，为我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

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市领导在全市冬春火灾防控工作会议上要求

确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报

道：12 月 2 日，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残疾人联合会表

彰了一批全省残疾人自强模范

和助残先进，我市 7 名个人和 3
个集体获表彰。

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党总

支部书记涂五生获评省自强模

范，崇阳县天城镇残疾人联合会

专职委员刘细谷、咸安区残疾人

联合会四级主任科员郑宏胜、崇

阳县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陈迪新获评省残联系统先进工

作者。通城县“小红帽”志愿者

协会获评省扶残助残先进集

体，高新区横沟桥镇民政协理

员余玲玲、湖北路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非石、赤壁泰

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刘智东获评省扶残助残

先进个人。市七彩梦康复中心

获评残疾人之家，赤壁市人民政

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获评全省

残疾人工作先进单位。

近年来，我市积极倡导人

道主义思想和助残社会风尚，激

励残疾人自尊自立自强，鼓励社

会扶残助残，不断加快推进残疾

人小康进程，动员全社会理解、

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涌现

出一批又一批自强不息、勇于

担当的先进模范。

我市7 名个人和3 个集体获评

全省残疾人自强模范和助残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