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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融媒体中心

获评全省服务群众优秀案例
本报讯 通讯员刘丹报道：6月8日，由中共湖北省

委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网信办、湖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
主办的“2021年湖北省媒体融合创新案例评选活动”官
宣仪式，在湖北广播电视台2000平米演播大厅隆重举
行。

此次评选活动共征集全省各级报社（传媒集团）、广
播电视播出机构（融媒体中心）、网络视听节目机构、社会
行业机构等64个单位申报的融合案例及项目226件，最
终遴选出107件进入初评，经过专家路演指导、现场答
辩、现场评审后，45件创新案例进入终极评选和网络投
票。最终，云上赤壁以90分获得服务群众类第二名，获
评全省媒体融合创新案例服务群众优秀案例。

在建设全国、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试点和加快推进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改革进程中，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强化
移动优先意识，依托长江云“云上赤壁”客户端，在做强宣
传主业同时，以服务群众为目标、以“问政”为主打栏目，
探索“新闻＋政务”“新闻＋问政”“新闻＋服务”运行模
式，基本建成“指尖上的政务服务中心”，打通网上网下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云上赤壁”下载量达到16.4万，连
续三年获评长江云最佳运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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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6月 7
日，2021年全国普通高考开考，赤壁市
3367名考生分别前往赤壁一中、车埠高
中考点参加高考，奔赴人生中最重要的

“战场”。考生在奋笔疾书的同时，却有很
多人在为他们保驾护航、开路守候。

证件遗失找警察
“姐姐，您好，我是今天参加高考的

考生，身份证前两天掉了，来不及补办，
可以帮我办理一下身份证明吗？”车埠高
中考点前，一名考生很着急。

6月7日7时43分，一名考生在车埠
高中考点，向高考学生身份证明应急办理
点的民警求助，民警核实该考生身份信息
后，立即为该考生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证
明，让考生顺利进入了考场。高考首日，
全市出现类似情况的考生还不止一位。
赤壁民警用警车开道，帮助走错考场的考
生及时到达指定的考场；开考之前，帮助
遗失《准考证》的考生顺利找回了证件。

考试期间，市公安机关部署了200
余名警力，每个考点设立了由多警种组
成的高考安保临时工作队，快速处置各
类突发事件和各类涉高考报警求助，确
保“一考点一工作队”，加大对各类涉考案
件的侦查力度，对考点周围高科技作弊等
异常行为加大巡查和防范力度，开辟护考
服务绿色通道，倾心倾力护航高考。

食品安全有保障
“免费午餐安全吗？不会吃了拉肚

子吧？”考前，有家长担心高考期间免费
午餐的安全性。“不用担心！”赤壁市市场
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信心满满。

高考前，赤壁市市场监管局对考点
食堂、学生集中食宿点、周边餐饮店进行
了食品安全大排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索证索票制度及执行、食品加
工查验、食品及食品原料快速检测、“三
无”及假冒伪劣文具等情况；组织考点食
堂全体供餐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签
订《食品安全责任书》，督促相关单位严
格落实新冠疫情防控各项政策措施，全
面预防和杜绝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共
出动检查人员225人次，排查食堂及周
边经营主体85户次，快检食品样品436

份，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考试期间，各考点保障责任人全程跟

踪考点食堂的食品采购、备餐、供餐等情
况，严格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实行24小时
值班制度，保持信息通信渠道畅通，第一时
间受理处置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确保一旦
出现异常，迅速控制事态，及时妥善处理。

部门合力助高考
“叔叔，我俩到赤壁一中。”两名考生

招下一辆“爱心送考车”。
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

服务中心组织出租车、校车、私家车80
余台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所有助考车
辆醒目处均贴有“爱心送考车”标志，对

考生实行招手即停，免费送考服务。
开考前，市消防救援大队重点对考

点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内的消防设
施、器材是否按要求配置到位，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是否通畅，电气线路是否符
合消防安全要求，学校食堂、学生宿舍以
及考场周边是否存在影响考场的消防安
全风险进行了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现场指导整改；对学校教职工消防安全
知识及消防器材使用进行了突击培训。

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严密开展高考
保电工作，对高考考点用电设备、保安电
源、自备电源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加强
重点区段线路设备巡视看护，在保电现

场安排值守和应急抢修人员26人，应急
保电车辆6辆，发电车1台，确保高考期
间全市考点安全供电。

市水务集团工作人员考前对考点住
宿部、餐饮部、教学楼和指定住宿宾馆的
后厨、客房部的生活饮用水进行了水质
检测；提前对取水泵房、送水泵房、加药间
设备等进行全面检修，及时消除隐患，暂停
考区周边正在施工的供水工程，确保无紧
急情况不停水，保证供水管线水量、水压
稳定，管线畅通。

不少爱心企业也纷纷加入到助考行
列，有序在周边设立助考点，向考生免费
供应饮水和纸巾。

践行长江大保护

赤壁退役军人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姜海鸿报道：6月8日，赤壁镇“张富

清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长江大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在长江大堤赤壁段10号“退役军人哨所”启动。

活动现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队员不顾天气炎
热，一字排开开展巡堤，对岸线垃圾进行清理，将10号哨
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确保哨所完好无损“严阵以待”。队
员们承诺：做“长江大保护”的热心志愿者、坚定维护者、
积极践行者。

据了解，赤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已组建16支近500
名，由退役军人、基干民兵组成的“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
伍，在防洪防汛任务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及平时在长江岸
线开展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保卫母亲河。

助力广州抗击疫情

赤壁农企慷慨捐赠
本报讯 通讯员黄河报道：近日，广州市海珠中学校

园内，来自赤壁市爱心农企湖北畅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捐赠的价值10万元的抗疫大米专车顺利到达，为广
州市抗击新冠疫情尽一份社会责任。

湖北畅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赤壁市一家专业
生产绿色有机大米的农业企业，自2014年成立以来，一
直关注社会热点，热心公益事业，特别是2020年疫情期
间，公司会同赤壁市各大农业合作社，率先向抗疫一线捐
赠大米25吨，获得社会广泛赞誉。

广州疫情反弹后，湖北畅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立即与广州海珠中学、广州海珠小学、广州春蕾小学、广
州番禺诺宝幼儿园进行对接，开展抗疫爱心捐赠。

赤壁中医医院新院区项目奠基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6月6日上午，骄阳似

火，赤壁市中医医院生态新城院区建设项目举行奠基仪
式。

为全面提升赤壁市中医医院医疗救治综合能力，促
进赤壁市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和发展，该市筹建赤壁市
中医医院生态新城院区建设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
58667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44560 平方米，拟分期建
设门诊医技综合楼、发热（肠道）门诊及传染病房、住院楼
等，设计病床数为490张。项目建设总投资27652.74万
元，预计2023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

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强赤壁市中医药服务能
力和应急救治能力，有利于构建该市中西医结合的公共
卫生服务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医疗救治能力；进一步优化赤壁公立医院布局，完善
生态新城公共医疗服务设施，满足生态新城企业及人民
群众的医疗健康需求。

一片黄泥场子，负债40多万。没有产
业，只有贫困。赤壁市中伙铺镇官庄村，仅
用6年时间，还清外债，建成龙虾交易市场，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零到5.5万元，村民年
收入达到1.4万元。从一个贫困村蜕变成了
美丽乡村，官庄村被精心“设计”了六年。

一路风尘，黄泥巴场子上，如今绿树
繁花相迎。

6年前，马红英第一次到中伙铺镇官
庄村，是个下雨天。10来公里路，满眼的
黄泥浆，车子左滑右扭硬是开了一个多小
时才到村委会。

村委会就落在一片黄泥场子中间。
“下脚的位子都没有，老百姓日子是

咋过的？”拎着铺盖行李，马红英站在黄泥
场子上，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先修村里烂
路，再搞脱贫产业。

马红英，是赤壁市工程咨询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2015年11月
受集团党委委派，担任官庄村精准扶贫驻
村第一书记。

当马红英把第一天下乡的照片发回
单位并提出帮扶思路时，获得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文华和同事们一致赞同。

于是，大家开始分头为村里修路奔
波。党委书记王文华跑各个对口单位，争
取项目资金支持；马红英和单位的90后小
伙费锐继续在村里收集乡亲们的困难；设
计院一帮年轻的设计师们，做完手头的工
作趁着周末双休，下到村里勘测路基……
为了乡亲们有一条畅通的道路可走，设计
集团全体干部职工都参与了进来。

终于，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官庄
村通湾公路全线贯通，到组到户全覆盖。

“天晴不沾灰，下雨不湿脚，这是我们
盼了一辈子的事情啊。”道路修通后，乡
亲们紧紧握住马红英的手。

路修好了，路灯安排！自来水全覆
盖！

启动美丽乡村建设！
……
一批批项目，一件件实事。驻村工作

队的小伙子费锐，每天拿着笔和纸，在村
里勘察，做好记录，回来后就向集团报告
乡亲们的需求。集团党委根据他的报告，
发挥“设计”人才技术优势，齐心协力，逐
一实现。

在这些项目中，所有施工都是设计师
们放弃双休、下村里实地勘察设计的，特
别是村医务室的修建。

以前的医务室就是一间狭长的房子，
药品房、注射室都在一起，卫生安全得不
到保障。为此，设计集团给村里重新修建
了一座医务室，不仅有办公室、药品储藏
室、注射室，还有休息室。

“我们的医务室，是最牛的村级医务
室。”看着新修的医务室，乡亲们都翘起
了大拇指。

这些赞誉，凝聚了设计集团全体干部职
工的才华和汗水。这些才华和汗水，也浸透
在该村五组村民吴绍文家危房改造中。

吴绍文家，一家4口人就有2人残疾。

住在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砖木结构的三
间瓦房里，大门由几块木板拼成，算是个遮
挡。房子后门口搭个棚，就是鸡窝鸭房。

驻村工作队将吴绍文家的情况反映
到设计集团党委，党委书记王文华亲自结
对帮扶，集团干部职工也纷纷解囊捐助。
在政府危房改造政策的支持下，设计集团
帮他们家房屋翻修，给他们家新建了厨
房、厕所，将鸡舍、鸭舍分离。又帮着他找
到了合适的工作，保障了基本的生活。

发展经济支柱产业，提升乡亲们的收
入，一直是设计集团帮扶的主攻方向。

村中有不少人养龙虾，但地方偏僻，销
售情况一直不好。马红英找到多家龙虾经
销商了解情况，“本来村子就远，到了村里，
农户又不集中，东家跑了赶西家，等到收购
起来了，一天时间过去了，不划算。”

“不划算。”找到了龙虾销售难题，为
破解难题，设计集团党委决定在村里龙虾
养殖相对集中的汪家畈修建了龙虾交易市
场，经销商来了不用再多跑路。为保障乡
亲们养殖龙虾的质量，设计集团联系相关
专家，请他们到田间地头，指导乡亲们龙虾
养殖技术。龙虾再也不愁销，收入有保障，
乡亲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大大激发，现在官
庄村龙虾养殖面积达到了1300亩。

“6年了，我是看着官庄村一天天变
美、变富的。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漂
浮垃圾的河流清澈了，村委会前的黄泥巴
场上绿树繁花。”现在，马红英依然住在村
里开展帮扶工作，为了乡亲致富，她还得
加把劲。

六年“设计”为官庄 一路风尘映初心
○通讯员 宋少琴 刘攀

赤壁多部门协调配合

“零距离”服务农村建房
本报讯 通讯员孙利芹、鲁从新报道：6月8日，神山

镇邀请赤壁市设计集团、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镇林业
站、镇规建站、镇财经所到莲塘村，为群众提供农村建房

“零距离”服务。
通过宣传政策、现场踏勘、现场测量等方式，为村民

现场办理农村建房手续，让好政策真正造福群众，截至目
前已受理30户。

村民纷纷表示，以前办理农民建房手续，需要多部门
审批，审批环节多，流程长，现在各部门上门办理，不仅审
批时间缩短了，办理程序也更加便捷快速，这是真正地为
村民办了实事。

据了解，神山镇将以莲塘村农村建房“零距离”服务
为契机，按照此标准陆续在其余的17个村全面铺开，力
争让该镇所有自建房村民手续齐全，安心住房。同时，将
持续不懈地转变作风，用更多“零距离”服务，让老百姓充
分享受福利和便利。

你奋笔疾书 我用心守护
—— 2021年赤壁高考现场见闻

○ 通讯员 宋少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