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温泉街道办事处南昌路社区传
来欢声笑语。走进老年康乐服务中心，有社
区医务室、理发室、康养室，环境整洁温馨。
康养室里，几位退休老人使用各种康复理疗
仪器保养身体，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这是低频足疗仪，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用过之后腿脚方面的病痛缓解了很多。”60
多岁周阿姨告诉记者，她每天都会来这里做
理疗，不仅打发了时间，拉近了街坊邻居间的
感情，生活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

51岁的徐清利，原是社区居委会一名工
作人员，退休以后在社区老年康乐服务中心
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自社区老年康乐服务中心建成开放，每
天有很多人来做养生，大部分都是退休老人。”
徐清利介绍，该中心仍在进一步完善之中，社
区食堂、多功能室、阳光房等将陆续开放。

据了解，南昌路社区老年康乐服务中心
是健康九九医养融合连锁管理（湖北）有限公
司作为第三方机构引进的社区居家养老机
构，集医疗、康复、护理、养老、健康管理等服
务为一体。

走进健康九九（九重锦）医养中心，中医
诊室、康养房间、餐厅等一应俱全。该中心
2020年8月开业，设有养老床位60张，目前
已入住老人30余人，是一家专业的嵌入式、

连锁化、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机构。
该养老服务中心开办的“福民老年餐

厅”，可同时容纳100人进餐，并对周边居民
开放，为社区居家养老生活提供了便捷的服
务。

“全市目前有6家这样的养老服务中心
入驻城区社区。通过医院签约派驻、学校专
业培训、平台招聘等方式，吸纳康养人才100
多人就业。”健康九九医养融合连锁管理（湖
北）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陈薇说。

2016年以来，我市以全国首批医养结合
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创新提出医养一体、以
医助养的养老服务举措，并逐步形成了“签约

医、医融养、养办医、医入户”为构架的医养结
合养老模式。

目前，全市医疗卫生机构与城乡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机构签订医养结合协
议116对，12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立老年
病科，设有老年病床967张；36家医疗机构设
置养老床位并开通医保，建立家庭养老床位
照护机制，签约服务对象达3122人。

2019-2020年，市政府给予补贴资金近
100万元，支持456个医疗机构提供上门医
疗卫生服务，对6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2020年签约140097人，健康体检
87947人。

小机构解决大问题

近年，我市把大健康产业作为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来
抓，着力打造中国中部康养城，推动形成“医、药、养、健、
游、护”特色大健康产业集群。

在“十四五”规划中，我市提出“三个1”的总体目标，即
培养10万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人员，服务100万康养
人员，实现1000万大健康产业产值。

新闻追问
问民生

康养人才如何支撑健康大产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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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关系如何转移？
网民报料：
本人因客观原因，需要将党员组织

关系从湖南省转到湖北省赤壁市，请问
怎么转？

记者调查：
中共赤壁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

复，在进行党组织关系转移之前，需要先
跟被转移的党组织申请，被批准通过之
后才能进行组织关系的转移。在填写组
织关系介绍信的时候，需要注明被转入
党组织的全称，不得简写。

该部已即刻与当事人进行了联系。
经了解，该网民的党员组织关系是拟从
湖南省转到湖北省赤壁市，因目前全国
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省与省之间没有联
网，所以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里面
搜不到相关信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门口公共停车位被占用怎么办？
网民报料：
咸安区温泉体育路中段延德超市，

用私人路锥侵占门口公共停车位，影响
市容，在体育路本就停车难的现状下影
响他人出行，希望相关部门管一管。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城发集团，

相关负责人说，关于投诉体育路中段延
德路超市，私占门口公共停车位的问题，
该部门收到后立即安排人员前往现场进
行处理。经核实该路段停车泊位智慧化
改造是通过市交警部门、市城管委及市
城发集团共同协商决定，目前处于施工
阶段，并未安排现场巡管人员进行管
理。摆放私人路锥是个人行为，且摆放
地点泊位在行人通道路口，目前，该部门
已安排人员将该泊位进行铲除。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煤气罐在哪里检测？
网民报料：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监察法、压力

容器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要求：
2017年出厂，间隔4年未检的钢瓶一律
不能充装。请问煤气罐在咸宁什么地方
检测？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咸安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该局回复，现行《气瓶安全
技术规程》（TSG23-2021）由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1月4日颁布实
施，文件中明确规定，民用液化石油气钢
瓶检验周期为4年，各燃气企业及燃气
用户均应遵守国家规定。咸宁市内现有
一家气瓶检测机构位于赤壁市，居民可
自行前往检测或委托气站送检，价格可
自行协商。经向咸安区市场局了解，检
测机构审批权限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需要具备相应设施设备及资质条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垃圾住进“专用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实习生 费霖好 通讯员 赵丽红 吴江宏 甘念

百姓话题

25日，温泉办事处金城沃尔玛超市的一
处新建垃圾房正式运营。记者现场看到，在指
定时间内，前来投放垃圾的居民络绎不绝。

“现在好了，有专门的垃圾房扔垃圾，我们
再也不用闻臭过夏天了。”家住温泉城区瑞景
佳园小区的居民黄女士高兴地说。

乱堆乱放遭投诉

黄女士口中的垃圾房是一个垃圾收集点，
是省级环保督察“回头看”督察期间交办我市
的信访件之一。

年初，瑞景佳园小区居民投诉称，沃尔玛
超市餐饮、装修垃圾长期露天堆放在瑞景佳园
小区唯一进出口，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严重影

响居民生活。
当日，记者来到瑞景佳园小区，在小区门

口，记者看到左侧的露台刚刚被冲洗干净，地
面整洁无异味。

“以前这里就是金城沃尔玛超市设置的垃
圾收集点，就在我们小区门口旁放着四个垃圾
桶。每天进出小区都能看到垃圾桶，很影响心
情。”居民魏先生说，不仅如此，保洁人员清运
垃圾不及时，垃圾经常满溢，臭气经常飘散，对
小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对此，不少住在小区6号楼的住户深有同
感。“夏天走进楼道全是苍蝇，不及时关门的
话，苍蝇都会飞进家里。”居民张女士表示。

清运不畅环境差

一般情况下，垃圾收集点的选址都会背离
楼栋，为什么金城沃尔玛超市要把垃圾收集点
设置在瑞景佳园小区门口，人群的必经之地
呢？

希望桥社区主任郑学进告诉记者，瑞景佳
园小区是一个环形的单行线线路，整个小区只
有一个出口，小区里共有186户居民，440名
常住人口。由于小区内没有物业，小区设计之
初也没有建垃圾收集点，所以金城沃尔玛设置
的原垃圾收集点是双方公用的，一直延续至今。

金城沃尔玛超市总经理沈长江说，当初垃
圾收集点选址的时候考虑到小区门口附近是

居民出门的必经之路，因此，垃圾收集点建在
此地，可以给居民们投放时提供一定的便捷，
此外，他们在运行过程当中，加强了及时清运，
定期冲洗，消除异味。

沈长江坦言，后来因为疫情期间的诸多不
便，超市在垃圾清理中存在滞后情况。对于居
民们投诉，他们也很为难，也曾考虑过另外选
地方存放生活垃圾，但垃圾不管存放在小区的
什么地方，都会遭到附近居民的投诉。

建专用房获点赞

“我们接到投诉后，立即联合温泉办事处
环卫部门，多次到现场督办，研究解决办法和
解决问题期限，对小区门口的垃圾收集点脏乱
差进行了整改，督办垃圾清理，增加清运次
数。”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该地污水
横流、臭气熏天的现象彻底得到解决，周边居
民纷纷点赞。

该负责人还表示，他们也就小区垃圾究竟
扔哪儿、怎么扔问题多次和超市、业委会召开
协调会进行协商。

“我们超市专门让出一个门面，修建垃圾
分类房，真正做到垃圾不落地。”沈长江说。

为了彻底解决垃圾扰民问题，市城管委规
范垃圾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免费提供44个
240L的垃圾桶供金城物业及附近居民使用，
引导周边居民分类投放；推行建筑垃圾不落

地，对于新产生的建筑垃圾要求直接装车，不
允许随意堆放在公共场地上；协调城发餐厨垃
圾车辆一天两次收运餐厨垃圾，以免发酵产生
气味，周一至周四每天两次定点收运，周五至
周日每天三次收运。每次清运垃圾结束后，及
时对勾臂箱及垃圾桶外侧污垢进行了冲洗，确
保该收运点垃圾容器的干净整洁。

同时，强化管理措施，加大执法力度。督
促金诚广场物业摸清产生餐厨、装修垃圾的商
户情况，建立垃圾倾倒台账，做到乱堆乱丢的
每一笔垃圾都可以溯源。加大巡查频次，对乱
倒垃圾的问题，严格按照市容管理条例进行处
罚。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城管委执法一大队的
清运车驶入垃圾收集房门口，驾驶员赵师傅把
装满垃圾的240L标准垃圾桶挂在垃圾压缩
车上，之后轻松地推动车辆一侧的推动杆，桶
内的垃圾就自动翻倒进了垃圾压缩车的“肚
子”里进行压缩。整个过程快捷简单，没有一
点垃圾洒落在地面。

居民的吴女士说，垃圾清干净了，路面改
造变平整了，现在环境越来越美了，居民生活
更加舒服了。

“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 助老为乐 爱老为
美”“关心老年人生活 发挥老年人作用”……
7月14日，记者来到咸安区博德老年人养护
中心，一条条敬老宣传语、一幅幅爱老漫画映
入眼帘。

宣传栏里张贴着在院人员照片，以及活
动纪念合影，福利院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这里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20多岁。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精神障碍患者。”

咸安区博德老年人养护中心于2018年
12月在原温泉街道（肖桥）福利院基础上改、
扩建及装修完成，是我市目前唯一以精神障

碍患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医
养结合式养老服务机构。

该中心现有床位240张，护理型床位135
张，目前入住120人，其中精神病人特困对象
115人，社会托养老人6人，配备医护、护工、
行政后勤人员43人。

在多功能活动室，记者看到，近十名失能
失智人员在护工的看护下，神态平和地坐在
轮椅上，或看电视，或相互交流，气氛融洽。

通过门卫室监控平台，可以看到，精神障
碍患者划分为男、女两个区域，每个区域都配
备了医护人员和护工，分别进行照看和管理。

“养护中心分为康复区和医疗区，根据不
同人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医养服务。”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中心已经取得二级康复
医疗机构资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医、康、
养”有机结合。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运营管理经费投
入，对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持续改造建设，先后
实施农村福利院“平安工程”“暖冬工程”等专
项行动。

目前，我市现有特困供养服务机构71
家，其中城市社会福利院6家、农村福利院65
家，共有床位7548张，入住老人1786人。

“我市以‘符合标准、优化流程、便利管
护、提高效能’为前提，选择不同的特困供养
服务机构，分别进行适老、适病、适情、适类的
建设改造，将人员分类集中供养在最相适应
的功能福利院。”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以往在医院住院治疗、护理相比，采取“分
类集中”模式供养的医疗费用和护理成本降
低了30%。

据悉，我市目前正在改造市级失能老人养
护中心，完成改造后将提供护理床位194张。
正在规划建设的失智老人养护中心，计划总投
资6000万元，建成后将提供床位400张。

小切口推动大变化

小护理成就大产业

大健康产业既是富民产业，也是一份良
心产业和爱的事业。我市着力围绕“护”字下
功夫、做文章，打造王牌专业和品牌队伍，为
康养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7月 12至 13日，在湖北新产业技师学
院，咸宁市第七届“咸宁工匠”职业技能大赛
暨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拉开了帷幕。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赛学结合，
提升技能’进一步提升全市养老护理员职业
水平，提升养老护理员素质，促进养老护理队
伍建设，推动以护理为核心的大健康产业发
展。”市大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刘旭说。

根据人社部等五部委定义，康养服务人
员是指从事健康照护、养老护理、家政服务、

婴幼儿照护等职业的从业人员。
我市计划5年内培养10万人次医养康养

护理专业人才，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的康养从业人才队伍。

7月14日，走进湖北健康职业学院，树木
葱茏、绿草如茵，美丽的校园环境清新怡人。
步入教学楼，崭新的教室陈设着各类先进教
学仪器，一流的教学条件令人赞不绝口。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由河南春来集团投资
建设，规划用地面积约1000亩，总建筑面积
约40万平方米，规划在校师生人数约1.8万
人。

项目一期用地面积500亩，于2016年5
月开工建设，已建成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及
各类体育场馆等附属设施。

据学院负责人介绍，2020年9月正式开
学以来，已经招收学生2000余名。学院主要
培养能在各级医疗康养机构从事临床护理、
社区护理、康养护理、妇产科护理、妇幼保健
护理、临床助产、健康宣教和计划生育指导、
月子中心、母婴护理等工作的技术技能型专
业人才。

目前，我市已有4所院校开设有医疗康
养类专业，学历教育每年可培养医养康养人
才5800-7800人，建成实训基地9354平方
米，年均最大可容纳在校生6250人。

“为促进康养服务技能人才培养和劳动
就业创业，我市通过搭建平台，健全康养培训
体系，开展专项培训，不断创新方式，努力构
成‘政府引导、部门协作、面向市场、服务企业

’的康养服务新格局。”市人社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潘浩说。

目前，全市人社部门定点培训机构开设
康养服务业相关专业的有23家，每年康复、
护理专业招生培训1200人。1-6月，全市家
庭服务业培训育婴师、护理员、按摩师、保育
院、家政服务员1595人，补贴资金115.82万
元。

同时，我市还投入190万元建成“香识在
线”线上培训平台，将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等
专业纳入线上培训课程，打造线上培训品牌。

为大力开展康养人才队伍建设，我市正
积极申报建设国家级康养实训中心项目，全
力促成国家级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落户
咸宁，助力咸宁中部康养城早日建成。

长安花苑烂尾工程谁来管？
网民报料：
咸安区长安花园烂尾工程 9#楼废

水长期浸泡承重结构，腐蚀保护层严重
影响结构安全，臭气熏天。

记者调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回

复，经查，该网民投诉内容属实，该小区
车库下方建设有地下室，部分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丢弃在该地下室内，强降雨期
间雨水流入地下室后，导致异味严重。
针对该问题，该局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
协调督促项目开发商、物业公司迅速整
改，目前，物业公司已购买抽水泵将该地
下室内积水抽干；同时，开发商将于9月
份对该处地下室进行清理平整，并安装
自动抽水装置，彻底解决该问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影城倒闭电影卡如何退还？
网民报料：
咸安区同惠广场电影卡未消费，目前

该店已关门半年多了，充值费用如何退？
记者调查：
记者来到同惠广场泰禾影城发现，

该店大门紧锁，布满灰尘，门口贴着的告
示称，开门时间不确定，拨打上面的电
话，也无人接听。

对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回复称，经核查，泰禾集团因资金链出现
问题，全国泰禾影院都已停业，负责咸宁
泰禾影院的工作人员也已全部撤场或辞
职，现已无法联系。同时，该局也多次与
同惠广场协商消费者维权问题。目前，
同惠广场已对泰禾起诉，同惠方表示待
法院判决，泰禾影院清产转让后，消费者
可凭票（卡）继续使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