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高效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2版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电话：0715—8128770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三天我市受高空槽和中低层切变线影响，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2日：小雨，偏北风2～3级，13～16℃；3日：小到中雨，偏北风2～3级，12～14℃；4日：阴有阵雨，偏北风2～3级，11～16℃。明日相对湿度：80～100％。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
讯员冯景、杨在辉报道：3月31
日，我市召开乡村旅游发展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联席会议
主要职责和工作机制征求意见。

据悉，我市建立联席会制
度，意在统筹协调全市乡村旅
游工作，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协
调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指导、督促、检查有关政
策措施的落实。并开展工作调
研，总结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分
析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
推广普遍适用的办法措施。

今年起，我市计划大力实

施“万千百”工程，助力乡村旅
游发展。即通过两年左右时
间，到2022年底在全市改造建
设10000间乡村旅游客房，做
好1000桌农家饭，研发100道
适合各方游客的咸宁特色菜，
让零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
起来，让农民深度融入产业链、
价值链，形成农旅、商旅、文旅
结合和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
乡村产业发展格局。

当天，乡村旅游发展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还就“万千百”工
程实施方案进行了讨论，提出
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我市召开乡村旅游发展工作联席会

计划实施“万千百”工程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
讯员葛先旺报道：3月31日，市
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令员来
承坦，军分区政委衣天宝率军
分区机关全体官兵、人武部干
部职工和民兵干部骨干赴通城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大家先后来到通城秋暴起
义纪念馆和黄袍烈士陵园，寻
访红色印记，感悟先烈精神，从
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力
量。

在通城秋暴纪念馆，全体
官兵聆听解说员讲述当年湘鄂
赣苏区发生的那场艰苦卓绝、
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

在黄袍烈士纪念碑前，官兵

们整齐列队，向革命烈士纪念碑
敬献花圈、花篮，肃立默哀。

来承坦结合自己对党史、
军史的学习思考，围绕通城秋
暴起义的时代背景、发展脉
络和历史贡献等，为大家上
了一堂党史教育课。

来承坦要求，要感悟英烈
情怀，把英烈精神转化为干事
创业的强大动力，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军
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来承坦强调，要传承英烈
精神，让英烈精神融入血脉，对
照英烈，反思自己，立足岗位、
开拓创新、迎难而上、谱写新时
代强军兴军的壮歌。

咸宁军分区全体官兵

赴通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通城县隽水镇古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谌祖豪

让“城中村”百姓脱下胶鞋穿皮鞋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黎

平、阮浩南报道：3月24日，走进通城
县隽水镇古龙社区第十小区，沿街小商
贩忙碌着招呼客人，几位老婆婆正坐在
门前惬意地晒太阳聊天，小区里红叶石
楠随风摇摆，地面干净平整。

而在前几年，这里还是脏乱差的
“城中村”，所属的古龙社区当时还是古
龙村，在这片区域，城市的灯火近在眼
前，传统村落生活却仍占主流。

去年4月，古龙村进行人口摸底，共
有常住人口4287户14872人，而农村户
籍人口仅3711人，已经符合“村改居”的
相关条件，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村民
生活质量的提升，“村改居”势在必行。

3月1日，正式获得批准后，谌祖豪

将村委会的牌子卸下，又小心翼翼地换
上居委会的牌匾。如何将居民心中的

“牌匾”彻底更换，让老百姓真正认同并
享受社区的服务？作为书记，谌祖豪既
有想法又有压力。

“首先得让村干部转变为社区干
部，将以农村为中心转化为以社区为中
心。”谌祖豪认为。为了尽快转变身份，
他多次带领居委会干部前往成熟社区
学习经验，多次召开会议，探索社区治
理的方法。

谌祖豪将原古龙村20个村民小组
划分为5个网格14个小区，按照标准
小区的条件配备完整的小区党支部、物
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做到红色物业全
覆盖。

曾经的小商品市场管理权限模糊，
小商贩与村民矛盾不断。“村改居”启动
后，谌祖豪第一个将小商品市场纳入改
造计划，划入第十小区，召集小区党员、
业主代表开会，成立党支部、业主委员
会，并配备物业公司进行统一管理。“我
在这里住了30多年，第一次感觉自己
是小区的一份子，越来越有归属感。”小
区老党员李爹爹说。

“在村改居过程中，老百姓最关注
的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三资’分配。
保证老百姓的合法利益，这也是我们的
职责。”谌祖豪说。

去年，谌祖豪召集干部，通过清产
核资摸清家底、制订方案锁定成员、依
据方案及时分配等方式，确保了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在“村改居”后的合法权益。
如今，服务大厅设施配备齐全，每

天都有人值班处理居民的诉求，干部服
务意识大幅度提升；道路硬化、小区绿
化都已经完成，环境大大改善；93名党
员深入社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成效初
显，居民开始有了自治意识……古龙社
区变化日新月异。

“人们常用脱下胶鞋穿皮鞋来形容
‘村改居’，如何让老百姓穿上皮鞋走小
康之路，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琢磨的问
题，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社区治理
任重道远。”谌祖豪说。

我为群众办实事

返乡创业
做“蛙郎”

3月25日，位于嘉鱼县簰洲湾镇
王家巷村的和生盛青蛙养殖基地，吕
和平夫妇对青蛙池进行清池、消毒，
打捞青蛙卵泡集中孵化。

这是夫妇俩第四年养殖青蛙，此
前在外打工的吕和平认为打工不是
长久之计，开始学习摸索青蛙养殖技
术。今年，夫妇俩精心守护着22亩蛙
池，希望赢得好收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陈明近 刘爽 摄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林
晶报道：3月11日，雨后初晴，前往通
山县杨芳林乡晓泉村途中，新修建的
四好农村路宽敞整洁，路旁杨柳倒
垂、花草丛生，让人心旷神怡。

“路没修好前，村民生活和村庄
发展都受到限制。”晓泉村党支部书
记阮望贵说。

晓泉村原先虽有水泥路，但仅有
3.5米宽，加之年限较长，坑洼不平，村
民出行极为不便，苦不堪言。通行难
也导致村庄发展难，村内的山林资源
虽然丰富，以前也有不少客商非常感
兴趣，可看到村庄道路后都望而却
步。

“道路修好了，村民笑了，客商都

来了。”阮望贵笑道。
去年11月，晓泉村，宽7米、黑

化宽 5.5 米，长 6公里的“四好农村
路”建成通车，村民一片叫好声，客商
们也闻讯而来。目前，北控集团等6
家客商正在“竞争”西泉村闲置山林
资源。

同样因新公路而受惠的还有横
溪村，新修的四好农村路将横溪村与
樱花谷直接连通，不仅方便村民出
行，更为村庄增添了人气和财气，村
民幸福感攀升。

去年，该县在杨芳林乡建成通车
四好农村路51.18公里，惠及郭家岭、
寺口等9个行政村。

“既能提升村民生活品质，又可

满足村庄发展所需。”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刘兴美说，建好乡村公路，既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也为全
面实现乡村振兴打好了基础。

过去，通山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村道路底
子差，给村民生活和村庄发展造成阻
碍。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要想
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农村道路建设必
须先行。

近年来，通山始终把交通道路建
设作为重点工程推进，农村道路建设
更是重中之重。为抓好农村道路建
设，通山积极争取省、市道路建设项
目，下足人力物力财力，大力推进农
村产业路、旅游路、四好农村路等道

路工程，不断提升乡村道路设施水
平，完善乡村道路交通网络，为全面
实现乡村振兴作贡献。

富水库区南岸公路全长46公里，
总投资5亿元，建成通车后不仅可解
决3万多名库区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更为库区产业发展打好交通基础；板
桥至富有旅游公路全长25.084千米，
途经鹿眠塘、新田等村，建成后可畅
通旅游道路微循环。近年来，通山投
入近30亿元，建成乡村旅游路700多
公里。

据悉，“十三五”期间，通山在农
村公路建设方面共投资了6.52亿元；
去年共提档升级农村公路476.6 公
里。

通山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去年共提档升级农村公路476.6公里

本报讯 记者黄柱、
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员
宋明亮报道：3月29日，

在赤壁市疾控中心疫苗接种点，前来接
种疫苗的市民排起了长队。

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市民讲
解新冠病毒疫苗相关知识、接种注意事
项和禁忌事项，重点讲解了接种对象年
龄等9类慎用人群及疫苗相关信息，与
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员签署《新型冠状病
毒灭活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并进行
信息登记录入。

据了解，为做好新冠疫苗全民接种
服务工作，赤壁市疾控中心成立了综合
协调工作专班、后勤保障工作专班、供
应保障工作专班、医疗安全保障工作专
班、接种工作专班、登记核签专班、宣传
咨询解疑专班等。

该市疾控中心疫苗接种区负责人
饶金梅介绍，市民需先在入口接种登记
处填写表格，然后填写有无相对禁忌症
和绝对禁忌症，登记身份证之后个人的
信息都会上传到电脑系统，再到疫苗接
种区去接种。

“打完疫苗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也
没什么其它的反应，感觉挺好的，国家
免费给我们接种疫苗，让我们老百姓心

里有了很大的安全感、幸福感。”前来接
种的市民纷纷表示。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
报道：3月 29日清晨，通
山县疾控中心前，等待接

种新冠疫苗人员已排到门外，顺着“长
龙”往前，一位白发老者坐于等候区。

这位老者名叫阮家仁，今年70岁，
家住老城区，听闻可接种疫苗后，一大
早赶过来咨询自身是否可进行接种。

“您身体很健康，可以放心接种。”
经病史询问和血压等健康检测后，疾控
中心副主任朱建刚帮助阮家仁进行线
上登记。

“所有接种人员，需先进行线上登
记建档，然后再按序接种。”疾控中心主
任郭刚介绍，提前扫码线上建档登记，
既可让大家了解接种前注意事项，也可
大大提升接种效率。

“这是疫苗专用冷链运输车，往各
接种点运输疫苗。”县卫生健康局副局
长王晓平指着一辆“专用”运输车介绍，
全县共设有18个疫苗接种点，覆盖城
区和所有乡镇。

通羊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疫苗
接种点之一，当天收到了“专车”送来的

500支疫苗。
“家人都接种了，我必须接种。”水

岸花园居民赵志娥是通山媳妇，经常回
陕西老家，听闻可接种疫苗，毫不犹豫
地赶来。

“目前已接种6000余人。”该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孟祥希说，在县、镇以及各单
位帮助支持下，接种工作有序推进中。

据介绍，该县还在每个接种点安排
有一名县领导、一名卫生系统领导、一
名乡镇领导，一名村（社区）干部、一至
两名干警、一套处置应急专班、一台应
急车，确保疫苗接种安全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刘珊
珊报道：3月 29日，记者
来到通城县疾控中心，只

见前来接种的群众戴着口罩，在门口已
经排起长龙，现场的医务人员正有条不
紊地进行各项工作。

“请问这几天有没有感冒发热或是
正在服用抗生素？”“是否对药物过敏？”
在预约登记区，隽水镇雁塔社区居民胡
先生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问询。

随后，胡先生签署了接种知情同意
书，在进行身份核对登记、接种信息录
入后，便前往接种区进行接种。在接种

区，只见医务人员取出冷藏的新冠疫
苗，用棉签消毒后进行接种，整个操作
过程不到5分钟。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胡先生按要
求坐在留观区等待30分钟，无异常反
应后离开接种现场。

“从18日起我们便调整上班时间
为8:00-22:00，24小时有人值守，节
假日不休，全力配合各社区、各村和单
位进行疫苗接种工作，大家都挺积极
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达一千人。”
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任胡黎莉说。

据介绍，疫苗每晚配送至县疾控中
心，经过录入冰库和扫码出库后，立马
分发到全县各个乡镇卫生院，确保每日
8点前各接种点都能第一时间接种。

各个社区、乡镇通过线上线下多种
渠道通知和宣传，提前告知辖区群众接
种时间、地点、年龄范围及接种前注意
事项，提醒接种人员关注自身身体状
况，确保每人知晓、全民积极接种。有
意愿接种的居民可提前扫描二维码填
写信息进行预约建档，在三天内前往相
应的接种点进行接种。

据了解，通城县在11个乡镇共设定
了12个接种点，还将增加2个接种点，进
一步缓解接种人员排队问题。

通山

赤壁

通城

唐光友同志追思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1

日，唐光友同志追思座谈会召
开，市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令
员来承坦出席并讲话。

追思座谈会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围绕“怎么
看、怎么学、怎么干”进行座谈
发言，重温唐光友同志生前感
人事迹。

来承坦指出，唐光友一生
信党爱党、不忘初心，无私奉
献、一心为民，艰苦朴素、清廉
节俭，恪尽职守、奋勇顽强。我
们要像唐光友同志一样，始终
坚守初心、不改本色，始终听党
话、跟党走，忠诚党的事业，保

持对党的信仰，并坚持不懈为
之奋斗。

来承坦要求，要像唐光友
同志一样坚持发扬我党我军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艰
苦朴素，做到公私分明，守住共
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守住清正
廉洁的品德操守，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贡献力量。

来承坦强调，要把唐光友
同志的优良品德发扬好，把唐老
的精神意志传承好，一心向党、
全心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要将向唐光友同志学习与
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合，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当好新
时代长征路上薪火的新传人。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吴端容报道：4月1日，由市
红十字会主办的人体器官捐献
者缅怀纪念活动，在市红十字人
体器官捐献博爱纪念园举行。

纪念墙上，镌刻着2012年
以来47名器官（遗体）捐献者的
名字。纪念者现场敬献花篮，
表达哀思和崇敬之情。

“自2019年纪念园建成后，
这是第二次举行纪念缅怀活
动。”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胡汉雄
介绍，去年市红十字会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者登记16人，其中

8人成功实现了器官捐献，挽救
和改善了23名器官衰竭患者的
生命；2人完成了遗体捐献。其
中咸宁市供电公司退休职工陈
家森，追随亡妻施锦，履行了遗
体捐献的共同约定，成为我市
第一对夫妻遗体捐献者。

“捐赠是彰显文明的高尚
行为。我们纪念缅怀捐献者，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
我们的行列。”志愿者代表韩志
茹说。

目前，像韩志茹这样的登记
捐赠志愿者，在我市已有118人。

致敬人体器官捐献者

我市举行缅怀纪念活动

本报讯 记者丁伟报道：4
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
局调研组到我市调研基层市场
监管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标准
化试点建设和特种设备智慧监
管信息化平台运用等工作。副
市长李丽参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深入崇阳县白
霓、和平市场监管所特种设备
档案室、监管办公室开展实地
调研，召开座谈会上听取市、县
市场监管局机构整合后的工作
开展情况以及当前特种设备监
察工作成效，并就进一步加强
机构整合、特种设备监管规范

化、信息平台建设等提出要求。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市以

标准化建设为切入点创新探索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社会综合治
理的做法。

调研组指出，要以改革为
契机，加大特种设备安全生产
和管理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要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隐患闭环、档案管理、应急
救援等标准化建设；要加快推
进监察、检验、许可、使用单位
四网融合，推动特种设备监管
系统智慧化，以信息化改革创
新贡献新的经验。

市场监管总局调研组来我市

调研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