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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发改局

强信念优服务办实事
本报讯 通讯员张燕燕报道：近日，赤壁市发改局举
办全体党员读书班，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
话精神，切实将总书记讲话精神学懂、悟透、搞准，党员干
部把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落实在优化营商环境、保供
稳价和疫情防控上，全力以赴、主动作为，体现发改行动、
展现发改作为。
今年以来，该局主动为 4 家企业修复了“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平台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对
192 户次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和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
个体工商户的市场主体办理移出。
该局组织全市粮食储备、加工、应急网点等 24 家企
业联合签订
“不涨价、不断供”承诺书，组织粮食企业加工
大米 2039 吨，全部投入市场，为崇阳、通城等周边县市紧
急调拨 450 吨大米，
帮助周边县市增加粮食供给量。
该局 30 余名党员干部参与到驻点村（赤马港街道鲁
庄村、官塘驿镇独山村）、包保的万泰华府和青泉二组小
区疫情防控中，集中力量落实
“敲门行动”，上门对小区未
接种疫苗的 319 余人进行宣传引导动员，对能接未接人
员宣传接种疫苗作用，引导尽快接种。

近年来，赤壁市加快智慧城
市建设，强化顶层设计、资源统
筹，整合政府数字资产，消除信息
孤岛，打造数字化协同工作环境，
创建各层级领导数字决策辅助方
法的支撑平台，先后启动大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建设，建立金山云
赤壁大数据中心，逐步落地一批
智慧应用。

赤壁供电公司

主题宣教防控廉洁风险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赤壁智慧城市建设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 通讯员

A 有了一码通 查询很轻松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赤壁市利用大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开发赤壁防控一码通，推广赤壁健康码，为新
冠疫情防控、疫苗接种提供了很大帮助。
“没推行赤壁健康码之前，我们需要到疾控中心
检验科拿相关检验报告才知道人家是否接种了新冠
疫苗，非常麻烦，而且效率很低。”赤壁市疾控中心办
公室主任宋明亮说。
开发出赤壁健康码后，市民不用前往医院查询核
酸检测结果，只需扫一下码便知晓，还可查询是否接
种新冠疫苗、近期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等信息。
目前赤壁市疾控中心正利用大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研发新功能，将患者病例等相关信息上传至云端
服务器，下次就诊时相关有权限医生可直接调出查
看；遇到不确定病情，医生可将其上传至云端服务器，
让该市其他医院专家及时进行线上诊断，实现异地诊
断，让患者少跑路。该功能开发出来后将在全市进行
推广，
让所有市民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宋少琴

B

给基层减负 为决策支撑

“通过我市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全市户籍人口
信息、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及新冠疫苗接种信息进行
大数据分析比对，精准找出我市未接种疫苗人员详细
信息，同时结合医保缴纳和一码通扫码等数据匹配出
未接种疫苗人员联系方式、扫码日期、扫码场所信息，
并按各乡镇、村（社区）精准提供目标接种人群信息，大
大减少各基层单位排查压力。”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大数据中心主任邓军说。
2020 年疫情防控时期，赤壁市还未建立起较完善
的大数据平台，无法及时为疫情防控提供大数据支撑
服务，各类数据需经收集、清洗、入库后才能进行关联

比对，应用效率低。而今年 8 月份疫情防控时期，该市
大数据平台功能完善，各类基础数据库丰富，数据处理
平台化，随时可为疫情防控提供大数据支撑，赤壁市
委、市政府通过大数据辅助，
可以精准进行决策部署。
目前，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已为疾控中心、卫
健局、医保局、民政局、纪委监委等多个单位提供数据
查询、对比服务。下一步，该局将优化数据更新机制，
形成动态数据资产，提升大数据服务能力，为全市实现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奠定基础；通过对历史数据、
当前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分析研判未来发展趋势，为
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大数据支撑。

本报讯 通讯员郑文聪、阚涛报道：
“哪里有专业工
作，哪里就有廉洁教育。”日前，赤壁市供电公司召开“品
三国·悟廉理”廉政微课第二季研讨会，提出了
“大力发挥
地域优势，着力打造特色品牌，紧贴实际提升质效”的新
发展目标，目的是以全面提升廉洁宣教质效促有效防控
廉洁风险。
以厚重的三国历史文化为底蕴，围绕“党风”
“行风”
“家风”
“学风”等方面，制作了
“品三国·悟廉理”主题新媒
体推文 5 期。开展家庭助廉活动，邀请党员干部职工及
家属自编自导自演《新蒋干盗书》廉洁微电影，以古鉴今，
学古传廉，深入浅出阐述纪律规矩，形成如影随形的遵规
守纪氛围。
聚焦廉洁风险，以问题为导向，讲“品三国·悟廉理”
专题廉政课，组织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警示教育 2 次；在全体员工中开展违规经商办企业专项
整治工作，签订承诺书 242 份；进行 360°监督体系建设
全面推广,覆盖全部 11 个供电所；吹响疫情防控“监督
哨”，开展疫情防控纪律监督等，扎实将纪律规矩融入干
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有效防控廉洁风险。
据悉，近两年来，该公司积极响应咸宁供电公司着力
打造
“香泉清风”党风廉政建设主题教育
“一县一品牌”的
号召，打造“品三国·悟廉理”廉洁宣教子品牌，旨在通过
传承发扬三国忠廉精神，感悟践行优秀的历史廉洁理念，
有效防控廉洁风险。

赤壁税务

C

公交一体化 出行更便捷

“ 赤 壁 现 在 的 公 交 越 来 越 人 性 化 了 ，不 用 准 备
零钱、也不用办公交卡了。城乡开通了公交，路线
多，价格也便宜很多。”2 路公交车上的乘客张先生
说。
“我们的‘智慧公交平台’，打造以乘客需求为导向
的‘公交+互联网’运营支撑系统，提升公交服务品质、
增强公交吸引力，打造多种形式的特色出行服务，满足
市民多层次公交出行需求。”赤壁市公交集团综合运营
公司办公室主任叶翠介绍道。
“智慧公交平台”通过海量科学数据，为该集团调
度运营和内部管理提供指导依据。以乘客真实出行需
求为导向，帮助公交调度时刻，优化线路线网，一年节
约油费约 500 万元，节约维修费用约 200 万元。提供
无纸化办公，一年节约纸张费用约 50 万元。打造公交
专车专线品质服务，增强公交吸引力，提高公交客流
量，一年创收约 360 万。

近年来，赤壁市加快全域公交一体化进程，推进城
乡公交信息资源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基本建成赤壁
市智慧公交系统，全面覆盖城市公交、城乡公交、旅游
车、农村物流、出租车、网约车、校车、商务车等城乡全
域公共交通，打造出行服务一张网、安全管理一张网、
运营管理一盘棋、智慧公交一大脑，实现便捷、高效、安
全、智慧、绿色的一体化服务管理。
据了解，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已协助市总工会查
询该市工会 43 户 150 人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信息，
协助市民政局查询全市老人高龄津贴信息，协助市纪
委监委查询公务员危房改造名单信息，为该市各单位
提供数据服务。
目前，全市在建或建成投入智慧应用项目 9 个，总
投资约 2 亿元，共采集到全市各类政务数据资源目录
580 项，总计录入原始数据量约 7900 万条，与 5 家单位
合计 12 个自建系统的接口完成对接。

畅通“微细胞”活跃“外循环”
本报讯 通讯员王雅婷、朱梦和报道：
“从接通电话，
到成功缴纳，在家里半小时不到就完成了代扣代缴，实在
是太方便了!”日前，湖北住方科技有限公司会计刘瑶在
网上完成服务贸易对外支付代扣代缴 56000 余元的税款
后赞不绝口。
为有效避免税款流失，我国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
对外支付实行代扣代缴，即由国内居民企业代扣代缴海
外非居民企业应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相关税费。
“以前办理对外支付代扣代缴时，需要前往办税服务
大厅交送合同或相关交易凭证复印件，现在只要通过电
子税务局‘我要付汇’模块上传电子资料就可以了，遇到
不会操作的地方，直接拨打电话，会有税务干部进行耐心
细致地讲解。”刘瑶说道，
“而且能线上批量办理，一次可
以上传多份合同，
节省了不少时间!”
畅通
“微细胞”
，
活跃
“外循环”
。赤壁税务部门对内采
取模拟演练的方式，模拟操作
“我要付汇”功能，提高业务
服务能力;对外对有代扣代缴需求的纳税人进行一对一、
点对点的精准辅导，确保纳税人看的懂、填的对、会操作。
“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辅导，
让更多涉及服务贸易的纳
税人在网上办理代扣代缴业务，
着力为纳税人提供更加高效
便捷的办税体验。
”
赤壁市税务局税收二股负责人表示。

赤壁中医医院核酸检测室

通过审验并投入使用

苕叶香
采摘忙
9 月 8 日，位于中伙铺镇高桥村的赤
壁市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苕叶尖种
植 基 地 里 ，郁 郁 葱 葱 的 苕 叶 尖 ，娇 嫩 诱
人。村民们正麻利地将采摘好的苕叶尖
进行捆绑、装箱，准备发往城区的几家大
型蔬菜市场销售。
该基地种植苕叶尖 20 亩，从 4 月份开
始，可持续采摘到 10 月份，高峰期一天可
以采摘 1500 斤，现在一天可以采摘 800 斤
左右。眼下，销往本地菜市场和各大超市
的苕叶尖批发价为 2 元每公斤，一亩地纯
收入保守预计可达 2 万元。
通讯员 黄河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
“中医院核酸检测室建
得好，以前每天都是把采集标本汇集一起，然后跨过一座
城送到人民医院检测，不能做到随采随检。现在有了自
己的核酸检测室，随到随检，方便多了。”近日，赤壁市中
医医院核酸检测室经审验通过并投入使用后，得到大家
一致称赞。
考虑疫情防控是长期的战争，为进一步提升赤壁市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缓解赤壁疾控中心和人民医院
核酸检测工作压力，中医院在赤壁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
下，将核酸检测室开设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让核酸检测室尽快投入使用，
在院领导督办下，
检
验科、
院感办、
后勤部等科室加班加点，
严格按照临床分子
基因扩增实验室建设标准和要求，
完成规划、
设计、
装修及
核酸检测人员培训、设备安装等一系列工作。于 7 月底经
湖北省临床经验中心专家组对我院新冠核酸检测室（PCR
实验室）进行现场技术审验通过，
8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通过此次验收，标志着该院医学检验水平跨上一个
新台阶，为疾病的诊断、病原检测以及突发性、群体性不
明原因疫情防控提供更科学的检测依据，对赤壁市全面
落实疫情防控
“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